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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业委会为啥
“说着容易成立难
说着容易成立难”
”
小区安保形同虚设、绿地遍地
粪便无人清理、电梯频繁下坠步步
惊心，业主跟物业矛盾纠纷的案例
随处可见。
近年来，小区业主与物业爆发
冲突时有所闻。矛盾出现后，业主
希望成立业委会。然而多年来，业
委会“说着容易成立难”已成国内
普遍现象。今年的报道数据显示，
海南省海口市 2700 个小区，有业委
会的只占 20%；广东省中山市，有业
委会的小区不到总数的 30%；2017
年初西安修改《物业管理条例》，但
新规落地 8 个月后，只有两个小区

成立业委会并通过备案。现在，很
多北京的小区也在筹备业委会的
过程中艰难“长征”着。对此专家
进行了支招和分析，看看业委会成
立难，到底卡在了哪儿？
2016 年 7 月 ，朝 阳 区 某 有 着
6000 多户业主的小区决定成立业
委会，业主代表将材料送至乡政府
申请成立，但很快被回绝。乡政府
给出的理由是，需要小区开发商先
提供小区入住的情况及小区规划
图材料，看看小区的房屋交付情况
是否达到了成立业委会的标准。
乡政府开始三番五次地给开

发商发函，但开发商就是不提供材
料。据了解，这个小区的物业是开
发商下属单位。小区里刚有了成
立业委会的想法，业主代表就开始
发现，自家锁眼被堵，有人打来匿
名电话。甚至小区停车位续租时，
他们都被拒绝续租。为了防止生
活被干扰，业主代表每人在家门口
安装监控系统。久而久之，这些代
表也不胜其扰，成立业委会的热情
越来越低。
据了解，根据《北京市物业管
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开发商应
当向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报

送筹备首次业主大会会议所需资
料。按照法律用语的规范，这里的
“应当”就是必须。但是，
《北京市
物业管理办法》和《指导规则》都没
有讲，开发商没有提交这些资料该
怎么解决，这个小区就卡在这个问
题上了。就本质而言，这属于《北
京市物业管理办法》的立法缺陷或
漏洞。
那么，遇到这个障碍，就需要
业主们想办法去克服。比如，自己
找 证 据 ，证 明 小 区 已 经 交 付 达 到
50%以上；或者向有权力的部门咨
询，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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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出行需求。
“过去进出祁连只有一条公
路，
沿途还要翻越海拔近 4000 多
米的达坂山，山高路远，到西宁
至少要五六个小时。如今我们
坐着飞机，
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
去省城，
老百姓去看病上学打工
更方便了。”祁连群众多杰欢军
说。
海北州多民族聚居，
和谐相
融，域内旅游资源丰富，其中祁
连县是迄今世界上原始生态保
存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海北
州州长阿更登说:
“祁连机场的建
成，填补了海北民用航空的空
白，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海北州立
体交通网络。作为我省第一座
旅游机场，
该机场将成为推进海
北创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州的
新引擎，
加快融入
‘一带一路’
步
伐，
拉进海北与全国和世界的距
离。
”
据人民网

智能食物保鲜标签
智能食物保鲜标签
放入冰箱的食物如果不及时食用，往往会忘记放入的时间。这
款智能标签包括标签、瓶身、夹子和智能通用连接器等，可以被固定
在任何保鲜盒或瓶子中。上面的 LED 光圈，可以显示出食物的新鲜
程度。绿色代表新鲜，可以食用；黄色则代表将要进入到变质阶段，
需要尽快吃掉它；如果是红色，那么就意味着要尽快被处理。 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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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大部分人都有把手机直
接放在口袋里的习惯，
时间长了，
就会发现手机充电会变慢。
这可能就是因为放手机不正
确的方式导致的。那么，手机放
兜里，
充电口到底是该朝上，
还是
朝下呢？
维修手机的师傅建议：手机
放兜里，
充电口朝上。
首先，
裤子口袋里是很脏的，
平时的一些灰尘或毛毛都积累在
口袋里洗不掉。
我们把手机放在口袋里，经
过摩擦，
这些灰尘就都起来了，
如
果充电口朝下，灰尘就很容易跑
到充电口里边。
时间一长，就将充电口堵住
了，导致充电接触不良也是必然
的。
有时候我们手机充电慢了或
者充不进电了，检查充电器也没
毛病，可能就是因为充电口里垃
圾太多。拿个牙签戳一戳，或吹
一吹，
把脏东西清理出来，
手机就

好了。
还有一种危险的情况，
经常接触金属碎屑
的人，比如焊接工人，如果也经常将手机充电
口朝下放在口袋里，很容易发生手机短路，这
就危险了。
对此，我们可以选择，自带防尘塞的手机
壳，
这样，
手机就可以随便放。 另外，
手机壳平
时还能保护手机，不然手机用不了多久，就满
是划痕了。
李朝

芦荟
荟既
既能
能美
美容
容又
又能
能抗
抗癌
癌
芦

出行指南

8月28日，
伴着一阵轰鸣声，
来自西宁的首架航班平稳地降
落在祁连机场。作为我省第七
座民用机场和第一座旅游机场，
今后出入祁连将不用再艰难翻
越达坂山，
空中通道让东方小瑞
士不再遥远。
祁连机场位于海北州祁连
县峨堡镇，距离县城 38 公里，海
拔 3163 米，为国内 4c 级高原机
场，是国家民航局、我省“十二
五”
规划确定的重点建设项目之
一。作为我省“一主八辅”机场
建设运营格局的重要组成，
该机
场经历 26 个月的建设，
于 8 月 28
日正式通航。
机场通航后，
西宁至祁连航
线将实行
“通廉”
模式，
100 元（不
含机场建设费和燃油附加费）的
票价成为我省民航支线机场历
史上的最低票价，
将实现交通促
扶贫的目标，
同时极大满足当地

然，如果认为街道办事处确实属于
行政不作为的，也可以投诉、复议
或者起诉。总而言之，就北京市其
他小区的经验而言，这个“难题”是
可以克服的。比如，通过申请政府
信息公开的方式。
其实，很多小区遇到的问题虽
不相同，但就实质而言，都是行政
部门如何依法履职、方便为民，以
及业主们如何克服阻力、推进筹备
的问题。更进一步讲，则是如何解
决行政习惯与法律规范、社会认知
的内在冲突的问题。
孙云康

流言：芦荟既能内服
又能外敷，
不但可以美容润
肤，
还能预防和治疗包括癌
症在内的多种疾病。
真相：芦荟含有多种
生物活性成分，
其中研究最
多的是蒽醌类物质，
主要存
在于芦荟的表皮及皮下的
黄色乳胶中。其中最典型
的是芦荟素，
可以刺激肠道
排泄，过量服用可产生腹
痛、
腹泻等毒性反应。尽管
传统药物、
保健品和化妆品
行业常常声称芦荟有各种
各样的功效，
但实际上科学
证据有限，
而且不同研究的
结果也常常相互矛盾。
国家允许用于普通食
品的芦荟产品仅有
“库拉索
芦荟凝胶”
。不过，
规定库
拉索芦荟凝胶每天的食用
量不得超过30克。
其实芦荟素在体外研
究中有比较明显的抑制肿
瘤细胞的能力，
甚至有人将芦荟素提
取浓缩，
制成药物，
声称可以抗癌。但
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经过审慎评价后认
为，
并没有证据表明芦荟素可以预防
或治疗癌症。
张涛

食从天上来
食从天上来 无人机送外卖
无人机送外卖
仿佛是一夜之间，无人机
从高深莫测的军事装备变成了
商 业 的 宠 儿 —— 无 人 机 送 外
卖。近日广州实现了首批无人
机送外卖，仅需 15 分钟便可以
成功配送。广州天河区的一家
生鲜超市，无论零食、蔬果，甚
至是熟食，只要单件商品不超
过 500 克，都可以装进专用的物
流无人机。无人机起降台设置
在超市旁边。接到订单，无人
机就会按照预定航线，自动飞
到目标小区。因为是点对点服

务，起飞后，降落点的工作人员
会得到订单信息，会等候无人
机降落，需要骑手完成最后 100
米配送。而平均时间大概花费
30 分钟的订单，选择无人机配
送，只需要 15 分钟。据了解，无
人机会在高空 70 至 80 米的范
围 ，以 每 秒 3 到 5 米 的 速 度 飞
行。只要不是大风大雨、航空
管制等特殊情况，无人机都能
完成配送。
近年来无人机引发的新业
态、新模式、新技术不断涌现并

得到广泛应用。今年 5 月，饿了
么宣布获准开辟中国第一批无
人机即时配送航线，送餐无人
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而顺
丰、京东更是早在几年前就积
极探索无人机配送货品，并多
次进行试运营。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执
行官刘强东认为，随着京东无
人机大规模投入使用之后，我
们第一是能够实现偏远、落后、
贫穷地区，享有跟北京、上海同
样的产品、同样的服务。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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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偏远的农村，农民种得质
量很好的农产品可以迅速卖到
北京、上海。
目前，无人机在物流领域
的应用也得到了国家政策的支
持。今年 5 月，民航局出台了包
括《民航局关于促进航空物流
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
政策，提出鼓励传统方式与新
业态融合发展，
“支持物流企业
利用通用航空器、无人机等提
供航空物流解决方案”。
杨雯

给您提个醒
洗车卡、健身卡、餐饮卡、
美容美发卡、教育培训卡……
如今市民的钱包里总能找出几
张预付卡，在消费领域，似乎已
然卡行天下。
然而，预付卡在带来优惠
与便利的同时，也
滋生了种种乱象。
近日，一个全国连
锁儿童室内游乐设
施品牌旗下部分亲子儿童乐园
门店因关店、暂停营业等原因，
导致会员卡无处可用或者无法
退款等问题相继出现，再次引
发公众对预付卡风险的关注。

在社会中也引起了各类预付卡
应不应该办、该如何防范其中
的风险等话题。
据了解，一些会员今年初
刚办理了一张千元消费卡，可
近日却发现这里关门了。他

中很常见。预付卡的形式便
捷、实惠，本来是个好事。”相
关 专 家 表 示 ，现 在 出 现 类 似
“悠游堂”这种问题，实质上是
商家的诚信问题。现在很多
商家的诚信度和品牌意识在

办卡套路深 储值需谨慎
马上联系商场管理人员，才知
道 跑 路 了 ，向 商 场 寻 求 说 法
时 ，商 场 表 示 目 前 尚 不 能 解
决。
“预付卡消费在公众消费

逐年提高，但是仍有不少失信
的现象。
有关方面提醒消费者，在
办理预付卡时，务必慎重决定、
合理充值。同时，期待相关规

定出台后能强化对发卡企业的
诚信度管理，更好地维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
“谨慎办卡，合法维权。”北
京市尚衡律师事务所律师耿德
涛建议消费者，办卡前详细了
解商家的信息，保存
好相关的证据材料，
如果是大额消费更
要小心，可以要求商
家提供相应担保。出现问题可
采取向消协投诉、法院诉讼，涉
及诈骗或非法集资需立即报
警。
董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