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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买了9年多未入住，竟成物业用房
事发株洲天元区玉苑小区，物业称业主欠费

律师：物业公司行为已构成侵权

9年前， 王女士在株洲天元区天台玉苑小区买
了一套新房，直到今天，她未入住也没出租，但前两
天，她却发现自己的新房变成了物业的办公室。这可
把王女士气坏了，自己一天都没有住过的新房，为何
现在被别人占用了？这其中又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三
湘都市报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记者 杨洁规

投诉

新房成了物业办公室

14日上午， 三湘都市报
记者随王女士来到株洲天元
区天台玉苑小区1栋1601号
房，大门上方挂有一个“株洲
市中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的牌匾，王女士掏出钥匙，却
没法打开房门。 随后多次敲
门也没人来开门。“房门锁换
了， 我现在进不了自己买的
房子。”王女士无奈地说道。
2009年， 王女士夫妇俩
花40多万元分期付款买了这
套房，2010年12月底收房后，
夫妻两人因工作调动搬到了
长沙，新房一直就闲置着。
最近， 王女士在小区业
主群里了解到， 这套房子已
经被改成了物业办公用房。8
月12日， 王女士的丈夫徐先
生特地赶回株洲了解情况。
“发现打不开单元门，就

物业

行为并无不妥，称被逼无奈

记者随后找到株洲市中
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天台玉
苑管理处。
一名负责人介绍说，小区
共有142户居民，和王女士家
一样的空置房也有几户，但都
按时交了物业费，而王女士自
2013年4月就开始欠缴物业
费， 至今已有6年。
“到现在加
起来欠了差不多1.5万元物业
费，还不包括滞纳金。”
“就是为了逼她出面，她
把物业费缴清， 我们立马搬
出去。”天台玉苑物业管理处
主任周先生说，期间，物业多
次联系王女士， 要么就不接
电话， 要么就说房子不是自
己的。
占用业主房屋是否合

律师

向物业求助，表明身份后，他们
拒绝让我们上楼。”徐先生回忆
说，迫不得已，他只好向派出所
求助，后来在民警的陪同下，他
才进入到自己的新房， 可眼前
一幕把他惊呆了， 新房变成了
物业公司的办公室，“搞了简单
装修，里面有董事长办公室，有
会议室，有财务室，里面还装了
一个门，办公用品一应俱全。”
对此， 物业公司回应称，
之所以占用这套空置房，是因
为王女士拖欠了6年的物业管
理费。
“辛辛苦苦买的商品房，物
业就可以随意装修并入住办公
吗？”徐先生气愤地说，拖欠物
业费是有错， 他们也愿意补交
并承担滞纳金， 但他认为物业
公司的做法让人气愤， 更让人
寒心。

规？ 对此， 物业公司的法人代
表、副总经理、物业管理处主任
均认为， 装修使用王女士房子
的行为并无不妥。“我们也是被
逼无奈，帮她看了6年的门啊。”
对于物业公司的说法，王
女士并没有否认，她说自2013
年4月以后， 确实没有再交物
业费， 她曾经接到过物业催缴
电话，回复称会一次性缴清。
协调现场，王女士夫妇要
求进入自己的房子，遭到物业
拒绝，于是报警。民 警赶 到 现
场后，因王女士和物业交涉过
程中语言过激，被物业一方数
人围住殴打，幸好民警在现场
处置，王女士才脱 围。截 至 发
稿前，此事正在进一步协商处
理中。

物业公司行为已构成侵权

就此事，北京市隆安(株
洲) 律师事务所邓子青律师
认为， 物业公司并不具备执
法权， 无权对业主房屋进行
处置， 其占用业主房屋的行
为已经构成侵权， 业主可向
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和恢
复原状。 同时， 按照相关规
定， 业主理应向物业公司支
付物业管理费用， 未及时进

行清缴的， 物业公司应通过法
律途径追缴物业费。
记者随后将相关情况反映
至了天元区物业服务指导中心，
该中心工作人员王鑫亮表示，他
们会约谈株洲市中意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如果情况属实，将会
下达整改通知书，并将相关情况
上报至株洲市物管处，影响其信
用评分及物业服务星级。

自家房子进不了门，王女士只能站在门外。 杨洁规 摄

房间里已进行简单装修，摆放有办公桌椅。 受访者 供图

男子清晨被刺身亡，行凶嫌疑人是其女友
本报8月16日讯 今天早上
6点左右，长沙市天心区天剑路附
近发生一起命案， 致一名男子死
亡。案发2小时后，长沙天心警方
将行凶者抓获归案， 让人唏嘘的
是，嫌疑人竟然是男子的女友。
今天上午11点多， 三湘都市
报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 现场已
经解除警戒， 但在一处运动器械
处和车位附近仍留有血迹。
附近一名保安告诉记者，早上

5点多， 他看到有一男一女坐在路
边的石板凳处发生争吵，两人年纪
均为30多岁。“男的是在石板凳位
置被捅的，后面沿着花圃边走了10
多米，倒在了路边的停车位边上。”
接到报警后， 天心公安分局
刑侦大队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展
开侦查，此时，受害男子已无生命
体征。 据附近居民所述， 女子在
将人刺伤后，搭乘摩的离开现场。
今天下午5点45分，长沙公安

株洲一农贸市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被责令整改
本报8月16日讯 近日，株洲
消防荷塘大队深入群远农贸市场
开展消防安全监督检查。
检查发现，该农贸市场存在个
别灭火器失效的安全隐患， 大队
监督员当即给市场负责人下发了
相应的法律文书， 责令在规定期
限内整改到位。 并一再叮嘱农贸
市场消防安全负责人要牢固树立
忧患意识， 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
任制，加强消防安全管理，完善消
防安全管理制度， 加强值班检查

和防火巡查。 加强市场员工和经
营人员的消防安全培训， 严格用
火、用电管理。时时保证疏散通道
和安全出口畅通， 切实做好消防
安全防范工作。
通过此次开展农贸市场消防
安全检查， 及时消除市场内存在
的消防安全隐患， 提高了农贸市
场工作人员及经营业主的消防安
全责任意识和火灾防御能力，为
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一个良好的
安全购物环境。 ■通讯员 周舟

郴州消防深入辖区超市排查火患
为加强辖区超市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 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
火 灾 尤其 是群 死 伤火 灾事 故 发
生，8月14日， 郴州永兴消防大队
深入辖区多乐福超市开展消防安
全隐患排查。
刚进入超市，消防监督员就看
到距离出入口一米之隔的地方一
辆电动车正在充电，旁边还堆放着
纸箱等易燃物。消防员立即拔掉电
源插头，经询问得知车主是超市员
工，“我知道电动车不能在室内充
电，这不没电了嘛，想着充一会应
该不会有事。” 针对该员工的侥幸
心理， 消防员现场进行了批评教
育。检查中，消防监督员重点对超
市是否建立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疏
散通道、 安全出口是否保持畅通，
疏散指示标志、消火栓等消防设施

是否保持完好有效等情况进行了
详细检查。检查发现，超市存在以
下安全隐患：疏散通道设置电炸锅
进行油炸作业，堆放食用油、液化
气罐等易燃易爆物品；人员密集场
所违规使用明火；安全出口违规上
锁，防火门闭门器损坏；消防安全
管理人消防安全意识淡薄、消防安
全常识匮乏。
针对检查发现的隐患问题，
消防监督员当场向超市负责人提
出整改建议和意见， 不能当场改
正的，下发《责令改正通知书》，提
出整改要求和时限， 要求超市负
责人务必重视消防安全工作，严
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 加强
日常火灾隐患的自查自纠， 切实
消除火灾隐患， 防止火灾事故发
生。
■何鸽波

局天心分局发布了案情通报。 通报
称：8月16日6点多， 长沙市天心区天
剑路附近发生一起命案。经查，寻某
平（女，32岁，湖南浏阳人）与其男友
寻某（32岁，湖南浏阳人）因矛盾引发
争吵， 寻某平持刀将寻某捅伤后逃
窜，受害人因失血休克死亡。8点50分
左右，民警在长沙汽车南站附近将犯
罪嫌疑人寻某平抓获。目前，该案正
■记者 杨洁规
在进一步办理中。
实习生 吕彩宜 曹楚如

株洲消防攸县大队

深入辖区开展
火灾隐患排查
本报8月16日讯 14日，株
洲消防攸县大队深入辖区湘东
家具城开展火灾隐患排查工作。
大队消防监督员重点排查了
家具城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是否
落实、 疏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
疏散指示标志是否按要求设置、
消防器材设施是否保持完好有
效、火灾报警控制器联动系统是
否正常运行、灭火应急疏散预案
是否制定、员工消防安全教育培
训是否开展、用火用电用气是否
符合规定、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
是否在岗在位等情况。
发现该场所存在以下隐患
问题：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存在
多处故障点、 部分疏散指示标
志未保持完好有效； 多处消防
通道被占用、堵塞、封闭；仓库存
在圈占消火栓现象。大队监督员
向单位负责人指出了存在问题
的严重性， 下发了责令限期整
改通知书， 要求单位负责人在
规定时间内彻底消除火灾隐患，
确保场所消防安全。
通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 提高了单位工作人员的消
防安全意识， 完善了相关消防
设施， 提升了单位消防管理工
作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为单
位筑牢了消防安全“防火墙”。
■通讯员 周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