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月
12日在回答记者相关提问时
表示， 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
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有记者问： 美国日前宣
布了价值约22.2亿美元的售
台武器计划。 有消息称中方
将对相关美国企业进行制
裁，你能否证实？

耿爽说， 美方向台湾出
售武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
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违反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
合公报规定， 损害中国主权
和国家安全。 为了维护国家
利益， 中方将对参与此次售
台武器的美国企业实施制
裁。 ■据新华社

山东大学12日下午通过
官方微博回应中外学生“学
伴”项目称，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由于审核把关不严，在相
关报名表格中出现“结交外
国异性友人” 不当选项等问
题，引发不良影响，对此深表
歉意。下一步，学校将对“学
伴”项目进行全面评估，认真
总结反思，不断改进工作。

山东大学称，近日，网络
中关于山东大学举办中外学
生“学伴”项目的评论，引发
社会关注。 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由于审核把关不严，在相
关报名表格中出现“结交外
国异性友人” 不当选项等问

题，引发不良影响，对此山东
大学深表歉意。 向关心山东
大学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
示诚挚感谢， 对广大网友的
批评建议诚恳对待。

山东大学强调， 学校实
施中外学生“学伴”项目，参
与学生以小组制方式开展学
习交流活动，不存在1名男留
学生对应3名女生学伴的情
况。项目开展以来，受到中外
学生欢迎。

山东大学表示， 下一步，
学校将对“学伴”项目进行全
面评估，认真总结反思，不断
改进工作，不负社会各界对山
东大学的期望。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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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电梯广告“辣眼睛”
业主视若无睹

张维年家住北京市东城区
东花市一带,要不是正在学认字
的儿子把广告牌上的字大声念出
来,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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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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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梯广告收入不菲
一年下来或有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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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至
8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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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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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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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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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朝阳区京师园小区业
委会主任武志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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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各地都有地方性法规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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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购买的俄罗斯S-400
型防空导弹系统交付在即。 土耳
其媒体报道，首套S-400系统7日
将在俄罗斯装上飞机， 预期下周
由两架货运飞机运抵土耳其。就
这一说法，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5日重申，
S-400系统军售在按计划落实。

土耳其新闻电视台报道，首
套S-400系统下周将由货机运入
土耳其， 监督这一系统安装的俄
罗斯技术小组8日抵达土耳其。
这家电视台没有说明上述报道的
消息来源。

土耳其政府至今没有公开

S-400的具体交付时间，仅称在7
月中旬。 土耳其总统发言人卡林
4日告诉媒体记者，S-400将在今
后数天交付。

另外，多家土耳其媒体报道，
土耳其接收首套S-400后， 将部
署在首都安卡拉的穆尔特德空军
基地。

就土耳其媒体有关S-400交
付时间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
书佩斯科夫5日回应， 说俄罗斯正
在按计划落实S-400军售协议。

土耳其2017年与俄罗斯签
订协议， 购买4套S-400防空系
统。 美国及其主导的北大西洋公

约组织反对土耳其采购S-400系
统， 理由是这一俄制系统与北约
防空系统不兼容， 且S-400配备
的雷达系统一旦获得与美制
F-35型战机相关数据，就能够定
位并追踪美国及其盟国的这种战
机，致使后者难以躲避俄方攻击。

美方多次要求土方取消
S-400订单，改为购买美制“爱国
者”防空导弹系统，设定7月31日
为土方放弃S-400的期限， 威胁
施行制裁、暂停向土方交付F-35
战机零部件并暂停F-35项目合
作，但土方坚持履行与俄方合同。

■ 据新华社

儿童乘车优惠不看身高
6岁以下可免费乘公交

7月12日上午，交通运输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关于深化道路
运输价格改革的意见 （征求意见
稿）》，其中，城市公交、长途客运的儿
童优惠乘车政策将从“量身高”转为
“看年龄”，6岁以下儿童可免费乘车，
6岁到14岁的半价。

交通运输部表示，现行的城市公
交、长途客运等运价政策以身高作为
儿童免票、半票划分依据，社会公众
认为有失公允，以年龄为划分依据的
呼声愈发强烈，成为近几年全国“两
会”提案反映的热点问题。为此，《征
求意见稿》明确，儿童携带有效身份
证件的，以年龄为判定标准，6岁以下
的实行免票，6-14岁的执行客票半
价优待（参照部分地区对儿童购买游
览参观点门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
优待政策， 将半票上限年龄设定为
6-14岁）。

但对于未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
还将以身高为判定标准，这主要是为
了便于旅客出行和经营者执行。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道路交通安
全法实施条例规定，在客车满载情况
下免费乘车儿童数量不得超过核定
载客人数的10%。9座以下客车在满
载情况下无法携带免票儿童，因此规
定儿童免票乘车规定不适用9座以下
客车。 ■据新京报

你家小区电梯广告费,进了谁的腰包
中等规模小区此项收入一年或有几十万元 法律规定，这些收入属于全体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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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

如何保证业主从电梯广告收入中获益
离不开“强有力”的业委会

对策

首套S-400或下周运抵土耳其
能够定位并追踪美国及其盟国战机

中方将对参与售台武器的
美国企业实施制裁

山东大学就“学伴”项目致歉：将全面评估

这是2017年
8月22日在俄罗
斯莫斯科拍摄的
S-400防空导弹
系统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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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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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