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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2日电（记者 尹平平）
要不是正在学认字的儿子把广告牌上的字大
声念出来,张维年对电梯上投放的广告早就习
以为常,甚至视若无睹。

“医疗美容!减肥丰胸!”这个5岁的孩子
念完还得意地看向爸爸,仿佛等着被表扬。

张维年赶紧扭头看广告,这8个显眼的大
字旁边,还站着一个穿着暴露姿势撩人的妙
龄美女。张维年被美女“盯”得很尴尬。送
孩子上幼儿园时,他跟其他家长说起这件
事。对面楼的大妈叫起来:“你没注意到
吗？去年情人节那段时间,电梯上那个电视
一直在放避孕套的广告。我们家孙子都会背
那段广告词了!”

张维年跑到居委会要求管一管。居委会
的人告诉他这都是广告公司跟物业签的合同,
应该找物业,“其实按理说,电梯是社区的公
共区域,你们买房时都算在公摊面积里的,不
光广告放什么应该经过你们业主同意,广告费
也应该归全体业主。”张维年这才意识到自己
蒙受的不仅是精神损失。

张维年家住北京市东城区东花市一带,电
梯广告绝非这里独有。全北京乃至全国各个
城市,无论居民楼还是写字楼,电梯广告俯拾
皆是。在人们对电梯广告司空见惯的同时,记
者调查发现,电梯广告的管理和收入分配在很
多地方却始终处于灰色地带。

电梯广告收入不菲电梯广告收入不菲

电梯广告其实价格不菲,相应的,靠电梯
广告所获营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记者以要投放电梯广告为由,联系了几家
广告公司,了解到北京地区电梯静态框架广告
基本上每块每周的广告费在120元至150元之
间。一年下来一块静态框架的广告费在六千
至八千元左右。一个电梯起码可以安装3块

静态框架广告,一年下来仅静态框架广告费就
高达2万元左右。可以播放动态视频的电子
广告屏收费更高。以秒为单位计费,算下来一
块电梯电子广告屏一周的广告费就高达六千
元左右。

在广告商们口中,每一个电梯上的每一块
广告屏,无论静态还是动态,都被称为一个

“点位”。广告商们不仅会把各个社区的具体
位置、社区里的楼栋数、单元数和电梯总数
提供给客户,还会把社区的交房时间、房价和
房租水平、业主入住人数和入住率,包括入住
人群大概是哪种企业甚至具体是哪个单位的
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有针对性地提供给有不同
需求的客户。

艾迪亚科技传媒集团的一名销售经理告
诉记者,这些广告投放的合同,绝大多数都是
由广告公司和物业公司签订的。据北京某大
型物业公司内部人士透露,物业公司实际收到
的电梯广告费用,大致为每块每年一两千元。
一个中等规模的社区,一年电梯广告费收入少
则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至于电梯广告内容的管理,上述销售经理
说,只要不涉及黄赌毒和政治因素,只有极少
的物业公司会对广告内容有要求,顶多会有一
些商住两用的楼拒绝投放其他楼宇的房产广
告。“咱们合同都是跟物业公司签的,业主如
果对内容不满,让他们跟物业闹去,一般也闹
不出个所以然就不了了之了。”

正好赶上物业公示年度开支,张维年
认真看了看贴在电梯旁布告栏的公示,上
面并没有公布电梯广告收入是多少以及用
在哪里了。他用签字笔在公示的清单下方
空白处写上“电梯广告费呢？”这张公示
清单第二天就不见了。“往年物业开支都
公示一周左右,可见他们有多心虚。”张维
年对记者说。

电梯广告收入属于全体业主电梯广告收入属于全体业主

记者在实地采访中发现,虽然绝大多数居
民区的电梯内都被投放了广告,但不少人并没
有意识到这笔电梯广告的收入和自己有关,更
别提向物业要求说明电梯广告收入的使用情
况。只有极少数社区的物业会在年度账目公
示中提及电梯广告收入和支出,即使公示,一
般也就是笼统地介绍用于社区的公共设施建
设,具体是否照此执行,或者到底建了哪些公
共设施,很少有哪家物业说得清。

北京市朝阳区京师园小区的1288户业主
们却不同,他们已连续几年“真金白银”地分到
了这笔钱。京师园小区业委会主任武志中告
诉记者,他们先后向全体业主发放过4次电梯
广告收入:第一次是给每户发了400元的附近
超市购物卡,第二次是为每户直接抵扣了500
元物业费,第三次是给每户发了200元的电子
购物卡,上个月则给每户直接发了500元现金。

主要是因为几家广告公司都是与京师园
小区的业委会而不是物业公司签的合同。武
志中向记者介绍说,这并不是他们近些年与物
业公司专门为此打官司争取来的,而是早在十
余年前第一届业委会筹建时,大家就决定牢牢
地把社区公共区域的经营收入抓在能切实代
表业主权益的业委会手中。

京师园小区共有5栋居民楼,总计44部电
梯,广告收入一直保持在每年30余万元左右。
考虑到社会总体物价水平上涨,去年京师园小
区业委会委员们反复与各家广告公司沟通,使
广告年收入上涨至接近50万元。武志中向记
者强调,从2008年前后小区开始有公共区域的
广告收入,十余年来,物业公司没有从中得到
过一分钱,所有收入都以各种形式返还或用到
了全体业主身上。

根据《物权法》第七十条规定,业主对建筑
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房等专有部分以外的共
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另据《北
京市住宅小区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
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应由业主大会决定物业
共用部分的经营方式,管理、使用物业共用部
分经营收益。

武志中说,这些法律法规就是他们代表业
主争取权益的依据。不仅电梯广告,小区地下
室、车辆出入口的灯箱广告,以及其他公共区
域的使用,决定权都在业委会手中。由业主代
表们共同商议决定如何经营和管理,如有经营
收入该通过什么方式让全体业主获利。

不仅是北京,各地其实都有地方性法规涉
及电梯广告等社区公共区域的经营,并明确收
益属于全体业主所有。

比如山东省去年开始实施的《山东省物业
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和陕西省颁布的《陕西省
物业管理条例》中都明确规定:利用物业共用
部位、共用设施设备从事广告、租赁等经营行
为的,所得收益属于全体业主共有。此外陕西
省自去年2月1日起还专门颁布实施了《陕西
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规定:电
梯轿厢内部广告所有收入归业主所有,优先用
于支出电梯维护保养等费用。

如何保证业主从电梯广告收入中获益如何保证业主从电梯广告收入中获益

即使如此,无论在哪个城市,都很少有业

主能按规定从中获益。多数广告公司都是和
物业公司进行交易。按理说这笔经费的支出
应该通过业主大会商议决定或者至少由业委
会监督使用。但记者在采访过程中了解到,很
多社区要么根本就没有业委会,要么业委会被
个别人把持着以权谋私。

在不少社区中,由于商品房交易,业主更
迭频繁,即使有想要有所作为的业委会主持,
业主却一盘散沙,没人关心公共利益,召开业
主大会更仿佛天方夜谭,业委会形同虚设。就
算个别业主想就电梯广告的内容管理和收入
分配与物业公司理论甚至打官司,却形单影只
无法召集邻里们支持。

已在京师园小区住了十几年的居民戴谦
告诉记者,小区之所以能建立起有效力的业
委会,离不开这里的群众基础:京师园小区的
业主多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还有部分附
近医院的医生和部队退休干部,业主们整体
文化素质高、维权意识强,在小区建成之初
就迅速成立了有公信力的业委会,切实维护
业主权益。

如此自律自治的业委会在全国范围内并
非京师园小区一家。比如西安南郊世家星城
小区业委会也很“强势”。他们从2014年开
始,就和物业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包括公共收
益的项目在合同期内由物业公司自主经营,但
所获收益,三成归物业公司,作为日常经营、
管理的费用,另外七成在业主代表的监管下,
用于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社区电梯广告的
经营,从物业公司和广告公司谈判报价,到最
后业主代表审查验证等一系列程序,业主代表
都全程参与。

每年几十万的电梯广告收入,若能在有效
监督下切实用于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或维修
上,也能解决不少问题,可如果分到上千户业
主手里每年也就三五百元而已。但是积极参
与京师园小区业委会各项活动的业主赵东亮
告诉记者,之所以业主代表们商讨决定还是把
这笔钱分到各家各户手中,主要是为了吸引业
主们提高对社区自治的主人翁观念,激发大家
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意识。

“国家虽然倡导建设和谐社区已有多年,
但以前大家只关起门来关注自己的小家,很多
人并没有参与建设和管理社区公共区域的概
念,业委会把这笔钱分发给大家,主要是想告
诉大家:社区的公共区域是大家的,这里产生
的利益也是大家的。”赵东亮向记者强调,

“我们把社区这个小环境治理好,也有利于社
会这个大环境的治理。”

不过,去年以来,此前能把电梯广告收入
抓在手里的业委会想把这笔钱分给业主也遇
到了困难。京师园小区业委会的会计徐春娇
告诉记者,由于国家开始力推法人和其他组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而业委会是居民自治
组织,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因此无法在税
务部门开具发票。他们跑遍了街道办、住建
委、北京好几个区的税务部门,没有哪个机构
能够给业委会编码。

“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开不了发票,我
们就很难再从广告商那里拿到钱。”徐春娇对
记者说,“除非委托物业和广告公司签合同,
那这笔钱就又进到物业公司的腰包里,能否再
用到业主身上,可就难说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规定，对本项目有关环
境影响评价情况进行公示，以便了解社会公
众对本项目的态度及环保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其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况
（一）项目名称：青海秉胜再生资源开发

有限公司甘河工业园废旧再生资源综合回收
利用项目

（二）建设地点：西宁（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甘河工业园区东区

（三）项目概况：本项目占地面积约20亩，
总建筑面积5700.00平方米，租赁青海福鑫硅
业有限公司已建成厂房，占地面积约20亩，总
建筑面积 5700.00 平方米，建设内容包括：生
产车间、原料及成品仓库、综合办公楼、沉淀
池、集水池等。项目年回收 2 万吨可再生塑
料，建设再生塑料颗粒生产线6条。主要以废
塑料包装物（主要为含粉尘量较少的粮食、食

品包装袋、快递包装袋、吨包袋等，不包括化
肥、化工原料等包装化学用品的编织袋，也不
收集水泥包装袋等较脏的编织袋）及塑料制
品生产企业的废边角料等废料（不含危险物
品包装袋，不涉及属于医疗废物、危险废物的
废塑料，不涉及含卤素废塑料）为原料进行再
生塑料颗粒的生产。设计生产能力为年产PP
颗粒 800 吨、聚乙烯颗粒 800 吨、PET800 吨、
PVC800吨、HDPE800吨、ABS800吨。

（四）工艺技术：废塑料—分拣—粉碎—
漂洗—甩干—热水洗—高速摩擦清洗—冷水
漂洗—甩干—成品。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青海秉胜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青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甘河工

业园区
联系人：范先生
联系电话：18997131188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的名称和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湖北永业行评估咨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武昌区徐家棚街三角路村福

星惠誉水岸国际6号地块1幢23层1-24层
证书编号：国环评证乙字第2638号
联系人：罗先生
联系电话：15897128080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连接
http://www.eiafans.com/forum.php?mod=

post&action=newthread&fid=64
五、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

作内容
（一）评价工作程序：
环评单位接受委托→项目分析→确定评

价等级、范围和内容→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环境影响评价与防治
措施→编写报告书→环保主管单位审批，其
中公众参与将贯穿其中。

（二）评价工作内容：
报告书主要编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总

论、工程概况与工程分析、自然及社会环境概

况、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与评价、环境影响预测
与分析、环境风险评价、污染防治措施分析、
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环境经济损益分析、环
境影响评价结论等。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按照环评工作的程序，需征求公众对项

目环保问题的意见，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
项如下：

1、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环境问题的建议，
以及对所在地的环境质量现状的满意度；

2、对项目建设后产生的环境影响的意见；
3、对项目环保措施的要求和意见；
4、对项目建设的总体态度和意见等。
七、公众发表意见的主要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提交E-mail方式提交公众

意见表，邮箱：248493939@qq.com在该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
可向我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

青海秉胜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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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电梯广告费进了谁的腰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