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5日,长沙一小区的业主在使用现制现售自助售水机。 记者 杨洁规 摄

省第二人民医院消化内
科杨医生指出，如果售水机长
时间不更换滤芯等配件，过滤
装置也容易滋生细菌，不仅起

不到过滤作用， 还有可能污染
水质，容易引发肠胃疾病。医生
建议，最好还是烧开后饮用，降
低可能带来的危险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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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

小区的公共收益有多少？门
面交纳的租金用到哪儿了？维
修基金还有多少？……面对这些
问题，长沙市开福区君悦香邸小
区的业主们却很难从业委会找
到答案。为此，从9月29日起，小
区10多名业主开始了对业委会
的轮番起诉。

三湘都市报记者12月5日从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获悉，罗
女士等13人状告君悦香邸小区业
委会纠纷案，该院近日作出了一审
判决，判令业委会在指定期限内向
13名业主公开小区的公共收益、所
有《物业服务合同》、维修基金使
用明细、车位划分等财务信息。

业主起诉：
小区内培训机构在营业
财务公示却显示无收入

“业委会公示的文件中，标注
了四号房为无收入状态， 可实际
却是一家培训机构在营业。”吴先
生是最早状告小区业委会的业
主，他告诉记者，业委会所做的决

议或决定， 都没有召开过全体业
主大会， 连公布的业主公共资产
和收益的信息都是不完整的。

吴先生说，2015年以来， 他曾
多次到小区业委会办公室， 希望
查看小区2012年9月成立业委会
以来， 小区公共物业资产方面的
信息。可是，他对得到的信息非常
不满意，“我不知道公共资产总收
入是如何算出来的？ 公共资产到
底在哪、被谁租了、租金多少、租
期多长？是否经过公开招投标？”

“像物业管理合同，我们业
主多次申请， 业委会也不愿意
公开。要公示，自然是所有业主
都应知晓。”吴先生说，小区现
已成立了第二届业委会， 当他
和其他业主多次向业委会提出
要公示所有财务信息时， 却始终
无从获知。为此，在他之后，小区
内罗女士等13名业主联名起诉业
委会， 诉求法院判令业委会公开
所有的财务信息。

业委会答辩：
已对相关财务进行了公示

针对业主们的诉求， 长沙市
开福区君悦香邸小区第二届业委
会代理人进行了答辩， 认为业委
会已经对相关财务进行了公示，

保障了业主的知情权。
庭审上， 君悦香邸小区业委

会代理人表示， 已如实公布了维
修基金的筹集、使用等情况，由于
涉及资料较多， 关于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的使用情况仅向有利害关
系业主公开， 其他业主可到开福
区城乡建设局申请公开。 业委会
还公布了涉及车位、 物业共有部
位的小区公共物业资产明细及具
体位置，以及小区2013年至2018
年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经营
收益及使用、分配情况。

对于业委会的答辩内容，业
主们均表示这些公示内容并不完
整，是选择性地公开，不能让他们
真正信服。

法院判决：
业委会向13名原告
公开财务信息

法院审理认为， 业主有权依
法了解建筑区划内涉及业主共有
权以及共同管理权相关事项的权
利，诸如维修资金的筹集、使用情
况，业委会的决定及会议记录，物
业服务合同，停车位等情况。

法院支持了13名原告的部分
合理诉求， 遂于11月27日作出如
上判决。 ■记者 杨昱

【调查】
取水口长期敞开
维修记录或缺失或潦草

连续3天， 记者在长沙走
访了上海城、东方明珠、锦璨
家园等多个小区，发现都安装
了现制现售的自动售水机。记
者注意到， 机器周身都是广
告， 主要说明这些机器24小时
自动贩卖饮用水并声称“健康
活净水、健康好水”。

在上海城小区三期， 有3
家公司的自动售水机，其中一
台已基本停用。在长沙瀚颖科
技有限公司设立的自动售水
机出水口上方，贴有一张“维
修保养记录表”， 表中记录了
维修保养的日期和维修内容。
记录显示，工作人员一月大概
维修6至7次， 因字迹潦草，多
数维修内容无法看懂。记者注
意到，该售水机取水口长期处
于开放状态。而另一台由北京
天天一泉净水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办事处设立的自动
售水机上，未张贴维修保养记
录表， 但公示了一份检验报
告， 显示为2015年9月送检的
水样。

【市民】
有人认为方便
有人担忧水质

“我经常来这边灌水，喝起
来口感不错，没有异味。”小区
业主贺女士说， 而且价格比桶
装水实惠，一元钱就能灌一桶。

在住户孙爹爹看来， 自家
烧的开水喝了几十年， 经过高
温杀菌后，喝得也更安全放心。

“自动售水机没有专人看管，取
水门常常都是敞开的， 虽然这
水喝着没有异味， 但水质到底
如何居民们并不清楚。”

【问题】
售水机维护周期
无人知晓

如何保证饮用水的卫生，
经营单位日常是如何进行维
护和清理的？根据机器上留的
加盟热线，记者联系了两家公
司的负责人。

瀚颖科技负责人唐林介
绍说，从自动售水机里出来的
水， 是通过各种过滤器净化
的， 运用膜处理技术净水，不
会有问题。他们平均4至7天会
安排相关人员对设备进行维
护保养，机器内部有一个表明
水流量的仪器，“根据用水量
的多少来更换滤芯，用水量大
就更换频繁些。”

天天一泉长沙市场服务
中心邓经理解释说，今年10月
进驻上海城小区，因工作人员
疏忽，才公示了2015年的检验
报告。对于更换滤芯的时间规
定，邓经理说，他们也是依据用
水量的多少来定。

“平均两到三个月进行一
次维护清理。”上海城小区物业
工作人员如此告诉记者。记者
从其他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口
中获悉，售水机进入小区前都
提供了注册证明和检测证明。
但是， 对于售水机的安装、维
护、消毒、检测，均不属于物业
管理范围，都是负责安装的人
员进行管理， 具体多久来一次
他们也不是很了解。

气温虽骤降
长沙蔬菜货足价稳

本报12月5日讯 眼下天气
寒冷， 但长沙蔬菜价格在经过前
期短暂的波动后持续回落，肉蛋
价格也微跌。长沙市价监局监测
中心监测显示，11月28日-12月4
日， 长沙市成品粮和水产类零售
均 价 环 比 上 周 上 涨 0.22% 和
1.10%；食用油、肉蛋类、蔬菜类和
水果类零售均价环比下跌； 副食
品和调味品零售均价环比持平。

今天， 在长沙伍家岭某大型
超市， 记者看到这里很多蔬菜便
宜了不少。“天冷原本担心蔬菜涨
价， 但现在蔬菜还是比较便宜。”
在超市买菜的市民肖女士表示。

长沙市价监局监测中心工作
人员介绍， 近期长沙市天气前晴
后雨，前期整体气温稳定，有利于
本地蔬菜快速生长， 目前冬储蔬
菜和叶类蔬菜供应充足， 长沙蔬
菜价格仍处于季节性下行通道。

本周长沙市场上的肉蛋类均
价下跌。零售方面来看，由于生猪
供应量较前期增加， 价格小幅下
跌。肉蛋类零售均价为24.49元/斤，
环比下跌0.57%。市场上水产类均
价上扬。本周，长沙市水产市场整
体价格稳定，主要由于黄鱼价格上
涨，带动均价上扬。据监测显示，
本周长沙监测的水产类零售均价
为14.90元/斤， 环比上涨1.10%。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小区自动售水机的水，能放心喝吗
管理部门：水质安全靠行业自律，卫生部门一年2次抽检

只需一元，就能把一大桶纯净水提回家。日
前，三湘都市报记者发现，长沙很多小区都开始
安装自动售水机。 这种售水机是否真如广告宣
传的那样卫生安全？水质情况如何？有没有工作
人员定期清理？相关部门监管是否到位？12月3
日至5日，记者进行了走访调查。

■记者 杨洁规

“目前，水质安全靠企业、
行业自律， 没有法律监管依
据。”长沙市卫生计生综合监督
执法局食品安全与饮用水卫生
监督科负责人向辉勇介绍，现
制现售饮用水不需要办理卫生
许可证， 他们也无从监管，目
前， 卫生部门每年两次随机抽
检进行监督，“抽检的情况都还

比较好，没有超标。”
向辉勇说，安装企业须保

证安装点周边环境卫生整洁，
无污染源和垃圾堆等。不得暗
示或明示具有医用、增进健康
性能或具有疗效作用。“在自
来水的基础上过滤，水质应该
没问题，建议市民在24小时以
内饮用完。”

没有法律监管依据，水质安全靠自律

最好烧开后饮用提醒

不满业委会选择性公开财务信息
10多名业主轮番将其告上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