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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通讯员

刘漫英）

用电子支付方式付款乘车，却

误把手机“丢”进钱箱，等了两天才顺利

拿回手机……8 月 26 日，市民刘先生乘

坐广州公交集团三汽四分公司 346 线

公交车出行，岂料在上车后，他在扫码

付款时由于不熟操作，竟误把手机投进

钱箱里。 8 月 28 日， 经工作人员翻查

200 多个钱箱后， 刘先生才顺利领回手

机。

昨日，记者从当天的公交监控视频

中看到，刘先生上车后，因不熟悉手机

付款方法，左顾右盼找了几次都没能找

到扫码处。 见刘先生动作慌张，当班车

长便及时向他指出了扫码所在的位置。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刘先生竟直接将手

机“投”进了位于手机支付处正下方的

钱箱里。 随后，刘先生马上求助当班车

长周桂玉，请求他当场开封钱箱取回手

机， 但这一建议被周桂玉婉拒。 原来，

346 线路的钱箱是隔日收箱， 且钱箱上

贴着封条，非专人不得开封。 后来，刘先

生尝试通过拉扯手机耳机线的办法，把

手机从钱箱里提出。 但经过几番努力，

刘先生都未能把手机从钱箱里提出。

由于在执行营运任务，且正处于交

接班时间， 顾虑到车上其他乘客的安

全， 周桂玉先是安抚刘先生的情绪，让

他先坐车到天河学院总站。 随后，委托

对班车长张永乐到站达总站后，再进一

步帮刘先生想一想解决的办法。

到达总站后，该站站长黄桂香向刘

先生表明， 非专人不得随意开封钱箱，

并写了一张附上失主及她本人的联系

方式的纸条塞进钱箱。 同时，还报备分

公司相关部门与后勤分公司相关部门

沟通此事，希望能够尽快将手机归还失

主。 据了解，刘先生当场拿不回手机，且

身无分文，黄桂香便把身上仅有的几十

元钱借给了他， 作为回家路上的备用

金。 回到家后，刘先生便用备用手机添

加了黄桂香的微信， 并把钱转账给她，

感谢她的帮助。

据悉，当天接到分公司的 200 多个

钱箱时，三汽后勤保安班苍丽仪马上与

点钞班余雪葵一起逐一检查钱箱。 历经

了 1 个多小时的翻查，终于找回了刘先

生的手机。 8 月 28 日中午，这部手机顺

利交回到乘客刘先生的手上，刘先生十

分感谢广州公交集团三汽公司职工乐

于助人和拾金不昧的精神，并当场写下

了感谢信。

信息时报讯（记者 王文雨）

近日，

番禺一楼盘贴出一份《物业服务提价业

主表决结果公示》，显示 54.84%业主同

意物业费上涨，44.25%业主未参与表

决。 但在结果出来后，不少业主提出质

疑，表示自己“被同意”“被未表决”。 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位于番禺区的

雅居乐小区近日进行物业服务提价表

决，结果显示有超过 1/2 的业主同意提

价，随后小区物业张贴投票清单，不少

业主才发现自己“被同意”，称对此并不

知情。

据了解，8 月 15 日上午，番禺区南

村镇政府、南村派出所、雅居乐社区居

委会、 社区律师及雅居乐业主代表，共

同在小区小学举行开箱验票仪式。 经

统计，超过 1/2 的业主同意物业服务提

价。但当天，就有业主对结果提出疑问，

雅居乐物业回复，后续将有投票清单。8

月 20 日， 物业在每栋楼的大堂张贴了

投票清单，不少业主才发现自己“被同

意”。

黄女士住在雅居乐已有 13 年，她

说：“关于这个表决书，当时有保安上门

走访，我表示不同意涨价。 因为按目前

的服务水平， 物业费我们都觉得贵了，

更别说提价了。他们问我对服务有什么

不满意，我就在走访表上把我的意见提

了。填完表后，他们还一直缠着我，要我

在签名表上签字同意，我说除非你们改

善服务，否则我绝对不会同意，现在公

示出来了，我竟然是未表决。 ”

祝女士也是雅居乐的一名业主，她

表示，“我这边有两套房，一套业主是我

姐姐，她从来没有签过字，但公示显示

她‘同意’了，物业称是我姐夫签字，可

是他们分开已经很久了。我自己的一套

房，公示上又是‘被同意’了，可是我根

本不知情。 ”

对于物业这种做法的合法性，很多

业主表示质疑。对此，物业表示，表决不

存在弄虚作假的情况，这些“被同意”业

主的身份需要再次核实。社区居委党委

书记魏艳丽称，“居委这里也收到这些

投诉，所以我们也去了解过情况，咨询

过住建局、物价局，程序上是合理的。在

公示 60 天内， 有异议的业主可以向物

业提出验票诉求。 ”

乘车“手机”支付，还有这种操作？

广州一市民乘车时误把手机投进钱箱，幸得热心公交员工帮忙取回手机

小区涨物业费 部分业主质疑“ 被同意”

番禺一小区公示物业提价表决结果，不少业主称不知情

有哪些业主参与开箱验票？ 这些

业主如何得知消息？ 为什么大部分业

主都不知情？ 有业主提出，“为什么关

于物业费上涨这些重要事项， 在大厅

公示的同时， 不在线上通知广大业

主？ ”

对此，物业表示，本次提价是按照

法律规定程序进行。 在开箱验票前一

个星期，小区已张贴公示，15 日当天有

约 30 名业主参与。 此外，在与业主的

沟通中，更多的是使用微信、微信群等

线上方式进行沟通。 物业还表示，支持

有异议的业主进行反馈。 目前，投票清

单已经公示在每栋楼的大堂， 对自己

投票有异议的业主， 可带着房产证和

身份证到物业服务中心进行登记。 但

有业主尝试联系物业管理， 对方却称

已经封箱公示，结果无法更改。

据了解，《广州市物业管理暂行办

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公示期间业主对

调价方案的表决结果有异议的， 可以

查验本人表决意见， 物业服务企业应

当及时提供业主本人表决意见以供查

验。 查验的业主表决意见与公示的表

决结果不一致的， 物业服务应当重新

统计表决结果。

各方说法

物业：提价是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进行

据悉，此次表决从 2018 年 6 月 21

日开始，截止至 2019 年 8 月 14 日，以

书面征求业主意见的形式， 对雅居乐

花园物业费提价事项进行表决， 表决

内容主要为物业管理费在原先 2.3 元/

m2 的基础上提高 0.8 元/m2 。据了解，

对于居住在雅居乐的大多数业主来

说，物业费上涨并不是不能接受，更重

要的是服务质量是否等价。

黄小姐今年初在雅居乐购房，她

说，“我在 4 月中旬办了业主证， 说一

个月后就会打电话给我， 现在这么久

了都还没有通知。 此外，小区里的蚊子

太多了，卫生也比较差。 希望这些问题

都能改善解决。 ”

李小姐在雅居乐居住 9 年， 她表

示：“其实大体上都还可以， 对我们住

户而言，安全和卫生最重要，他们涨价

的话，如果服务也跟上来，我肯定是同

意的。 ”

业主：更关心物业费和服务是否等价

广信君子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阳

称：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 物业的做

法确实不妥当， 建议多找一些业主，

通过居委会帮忙协调， 跟物业进行沟

通， 如果沟通也没有办法解决， 这个

物业费还是可以按照没涨之前的费用

缴交， 等业委会成立后， 可以再次协

商。”

律师：建议等业委会成立后再次协商

由于不熟悉

扫码支付的操作，

刘先生直接将手

机“投”进了钱箱。

监控视频截图

物业发布的表决结果公示和投票清单。 信息时报记者 王文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