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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架空层到底归谁所有？物业有无
权力擅自改造？

有不少业主认为，架空层属业主共同
共有，在未经业主同意的情况下，物业擅自
将架空层进行封闭装修为房屋，作为物业
的员工宿舍使用，侵犯了业主的权利。

不过，也有业主认为，一般情况下，开
发商与购房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中都没有约定小区架空层的权属，如果架
空层没有分摊到房屋的销售面积中，那么
架空层并不属于业主共有，架空层与物权
法所指的物权有区别的，属于开放空间。

对此，威诺（成都）律师事务所郭金
福介绍说，根据《物权法》第七十三条规
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
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
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
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
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
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

“显然，小区的道路、绿地，包括物业
服务用房明确为业主共有，但是小区的
架空层是否能属于小区的公共场所呢？”
郭金福认为，如果该架空层明确规划为

公共场所，则应当归全体业主所有，如果
规划为专有部分，则可以进行出售。

郭金福介绍说，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
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认
定为《物权法》中所称的专有部分，应当
满足三个条件：（一）具有构造上的独立
性，能够明确区分；（二）具有利用上的独
立性，可以排他使用；（三）能够登记成为
特定业主所有权的客体。

郭金福认为，从《物权法》及其《司法
解释》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判断小区架
空层的权属问题，首先应当看各架空层
部分在最初规划时，是否将其规划有特
定的用途；其次，还要看该部分是否符合
认定为专有部分的三个条件。

郭金福表示，如果一处小区架空层
在规划时就规划为小区车库或者物业用
房等，并且符合三个认定为专有部分的
条件，则该部分就是专有部分；如果没有
相应的规划，或者不能满足三个认定为
专有部分的标准，则该架空层为公共部
分，应当属于小区业主共有。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古庙 面临拆除 村民心有不舍

宝峰寺地处德阳市旌阳区千佛村。
2014年，千佛村纳入了当地城市建设范围，
按计划将进行拆除。村民接受了搬迁计划，
但一些人对这座古庙表示不舍。

宝峰寺由一个正殿和多个侧殿组
成，各个殿内供奉着多尊佛像。在寺内，
记者注意到一块石碑，上刻着“俨然天
竺”的字样，在石碑的边缘处刻有“咸丰
二年十月十八”的字样。“听老人们说，宝
峰寺的诞生时间比这块石碑还要早很多
年。”今年63岁的千佛村村民王周琼说。

护庙 村民养5只狗防盗

“寺庙要拆的消息传出，很多人惦记
着庙里精美的木雕和壁画。”王周琼介绍，
有人冒充“收荒匠”经常在寺庙附近转悠。

在村里的安排下，王周琼夫妇暂时看
管宝峰寺，“为了防止贼娃子半夜来，我们
养了5只狗，狗一叫，贼娃子就跑了。”

千佛村支部书记介绍，2014年，千佛村
整体搬迁后，“就只剩下寺庙，寺庙属于千
佛村的集体资产。”该村支书介绍，村里砌
了围墙，将寺庙围了起来，防止被盗窃。

专家 寺庙历史在300年左右

接到村民的反映后，德阳市、旌阳区
区两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工作人员实地查
看了古庙。2016年7月，德阳市文广新局邀
省、市专家对宝峰寺进行了现场认定，认
为宝峰寺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对研究古
代历史、建筑、文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

“寺庙建于清代早期康熙、雍正年
间，庙里有川内较罕见的木雕和壁画。”
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泽说，
该庙由正殿、前殿及两侧厢房组成。现存

大殿、前殿（牛王殿）、厢房等，格局保存
完整，建筑结构有典型的清代早期风格。

据介绍，最为重要的是宝峰寺保存
有数量众多的木雕和30余幅壁画，内容
均为世俗化题材，时代为清代中晚期。木
雕分布在大殿额枋、垂柱、撑弓、雀替等
部位，雕刻细腻精美，内容主要为罗汉、
八仙过海和舞台戏剧故事；壁画题材以
传说故事和民间文化为主，如西游记、农
耕、善财童子、福禄寿等。“这些在德阳地
区非常罕见。”刘章泽介绍，西游记主题
壁画在德阳仅存两处，另外一处在罗江，

“宝峰寺的壁画保存是最完好的。”
刘章泽介绍，《德阳县志》卷五十之

金石志中有关于“千佛寺钟”的记载，大
意为：康熙年间，当地人在千佛寺附近发
现一口大钟，欲搬往宝峰寺，但是只搬了
约1里路就搬不动了，后来人们又将钟搬
回原地，在原地建立了千佛寺。“可见清
康熙年间，宝峰寺已经存在。”照此计算，
有据可查的寺庙历史在300年左右。刘章
泽个人认为，从目前来看，宝峰寺有保
护、修缮价值。

保护 多部门联合保住待拆寺庙

2016年8月，德阳市、旌阳区两级文
化保护部门就“宝峰寺保护工作”分别向
德阳市旌阳区和德阳经济技术开发区相
关部门发函，建议将宝峰寺的保护纳入
建设规划，在建设过程中妥善处理宝峰
寺的保护事宜。

今年1月31日，来自德阳市城乡规划
管理局的消息：宝峰寺占地约8亩，目前
有4栋残损古建筑，已经作为寺庙用地列
入规划，并进行层层报批。

这意味着这一处古建筑将得以保留
下来。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1月23日，72岁的李大
爷接受了一次特殊的手术，
因为起搏器植入导管必经
的上腔静脉堵塞，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心内科专家团队
另辟路径，经皮肝静脉为李
大爷穿刺植入了具有抗心
衰功能的除颤器。

这是世界首例经皮肝
静脉穿刺植入除颤器手术。

心脏起搏器植入9年
电量耗尽 心脏衰竭

9年前，李大爷植入了
心脏起搏器，帮助心脏跳
动。随着时间推移，李大爷
慢慢出现了呼吸困难、心脏
增大、心力衰竭等症状。

2016年8月，经检查，李
大爷此前植入体内的起搏
器锂电池电量减少，需要更
换。

但是，在更换起搏器的
手术时，医生发现，李大爷
的上腔静脉发生了堵塞，电
极导线无法穿过，而上腔静
脉，是常规的起搏器导线植
入的必经途径，因此，手术
失败了。

没有心脏起搏器的辅
助，李大爷心力衰竭的症状
越来越明显，李大爷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2017年年底，情
况越来越严重，靠着输氧，在
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

1月11日，李大爷转入
了川大华西医院心内科。

三维电场导航
为电极导线开路

华西医院心内科专家
方元介绍，随着技术的进步
和更迭，起搏器也逐渐发
展，从单纯的治疗心动过
缓，增加了抗心衰、防止心
源性猝死的除颤器功能。但
经上腔静脉的植入路径，仍
然是距离最短、最成熟的常
规路径，如果上腔静脉堵
塞，无异于堵塞了最重要的

生命通道。
1月23日，多方研讨后，

方元团队决定从肝静脉穿
刺植入。

“除了常规的X光透视
下引导，我们在他的身上贴
几个电极片，建立了三维电
场，通过扫描运动轨迹，引
导电极导线。”华西医院心
内科专家胡宏德解释说，因
为经肝静脉植入，不仅路径
更长，需要连续经过3个弧
形，而上腔静脉路径只需要
一个弯曲弧度，难度大大增
加，手术中操作路径也是反
手操作，“从手术经验来说，
也不多。”

同时，手术难度较大的
地方，还因为植入李大爷左
心室的电极起到除颤、改善
心脏功能的作用，导线比单
纯的起搏器导线更粗。普通
的起搏器安置手术，一个多
小时能完成，但李大爷的手
术，足足做了4个多小时。

“手术第二天就能自己
吃饭了，第四天就自己下地
去上厕所了。”昨日，李大爷
的老伴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实现大满贯
开创起搏器电极植入新路径

截至这次手术，方元团
队实现了经肝静脉路径穿
刺植入心脏起搏器所有模
式的大满贯：

2012年，完成世界首例
经肝静脉植入心脏起搏器；
2012年实现双腔植入；2017
年2月单腔；2017年三腔植
入；以及2018年1月的具有
除颤功能的起搏器装置植
入，真正意义上宣告，即使
上腔静脉闭塞，也可以经肝
静脉植入各种功能、各种途
径的起搏器，为心脏起搏器
电极植入开创了新的可靠
的路径。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王雨丹

绵阳一名年轻女子，
深夜酒后搭乘出租车，表
达了自杀的意思，并在一
处河堤下车。出租司机见
状不对，调转车头来到执
勤岗亭报警，并带民警来
到河边寻找。就在快接近
该女子时，她跳进河里。民
警毫不犹豫跟着跳下，成
功将该女子救起。

奇怪乘客
“哪里楼最高就到那里去”

张显俊是绵阳一位出
租车司机，开出租车 8 年
了。1 月 29 日凌晨，他在一
家KTV外等候乘客。

凌晨4时许，一名年轻
女子上了车，她一直哭，也
在接打电话，并不停挂断对
方电话。

“请问你到哪里？”张师
傅问。

“哪里楼最高就到那里
去。”女乘客回答。

张师傅见女乘客情绪
激动，顿感不对劲，便说“不
知道哪里楼最高。”

该女子又要求张师傅
将其拉到河堤边。昨日，张师
傅回忆说，女乘客下车后，从
岸边的台阶下到河堤，“我担
心发生意外，就停车跟着去
看，发现她在河堤边又哭又
闹，还在地上打滚。”

张师傅心中不安，他立
即开着车来到了一公里外

的绵阳特巡警八大队报警
求助。

摸黑施救
民警跳入河中救出轻生女

接到报警后，绵阳特巡
警八大队民警赵腾立即带
着两名协警驾车前往现场，
张师傅也开着出租车跟在
后面。

来到女乘客下车的地
点，由于天黑，河边大雾，民
警只听到女子的哭声，“我
们摸黑顺着哭声慢慢靠近，
不过，我们快要靠近时，却
看见该女子一下跳了下
去。”赵腾说。

此时，赵腾距离该女子
有 4 米左右，他立即跑上
前，跟着跳了下去，该女子
在水中不停扑腾，赵腾死死
抓住她，奋力往岸上举。在
两名协警和张师傅的协助
下，这名女子被救起。

由于天气寒冷，民警将
女子带至大队岗亭，并找来
了衣服给其披上。同时，民
警联系到该女子的男朋友，
让她男朋友将她带回了家。

“当时黑漆漆一片，根
本不知道水有好深，后来才
知道至少有两米深，幸好我
会游泳，不过当时也没想那
么多，就想着要把她救上
来。”赵腾说。

赵腾 雷鑫荣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
体育彩票全国
联销“排列3和
排 列 5” 第

18031期排列3直选中奖

号码：525；排列5中奖号
码：52574。●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第18014期
开奖结果：前区14 16
18 24 31，后区01 08。

●中国电脑型
福利彩票全国
联 销“3D”第
2018031期开

奖结果：328。●中国电
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8014期
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04 06 13 21 24 26
27，特别号码：09。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小区架空层
到底是谁的

小区架空层都是用于业主活动，是公共区域，
物业怎么能擅自改造？还有业主担心，物业利用架
空层扩大办公区域、修建员工宿舍可能会影响楼
层的承重，对其他住户的居住安全造成影响。

物 业 改 造 架 空 层 业 主 质 疑

最近，乐山一小区的架空层被物
业准备改造成办公室、员工宿舍以及
业主活动室等，受到一些业主的质
疑：架空层应该属于业主共有，物业
不能擅自进行改造。

小区架空层到底是谁的？这个话
题也引发了广大业主的关注和讨论。
对此，律师认为，如果架空层明确为
公共场所或没有明确规划用途，应当
属于小区业主共有。

业主质疑：
物业能擅自改造架空层吗？

“小区物业在架空层修房子，之
前没有埋任何管道，现在把管子挂在
外面，既不安全又不美观。”近日，乐
山网友“love七宝”发帖质疑，相关部
门允许这样修吗？在住建部门备案没
有？这属不属于违章建筑？

有业主认为，现在很多小区架空
层都是用于业主活动，是公共区域，物
业怎么能擅自改造？还有业主担心，物
业利用架空层扩大办公区域、修建员
工宿舍可能会影响楼层的承重，对其
他住户的居住安全造成影响。

1月31日，成都商报记者在该小区
里看到，小区每栋住宅的3楼都有架
空层的设计，总面积约有1500平方米，

架空层结构与楼上户型一致，有墙体
分隔，但是部分架空层的边缘无墙体
遮拦，物业已经新砌了约半米高的墙
体，但改造前无法进入架空层区域。

物业回应：
已暂停改造 正征求业主意见

架空层究竟作何改造？
该小区物业负责人介绍说，这些架

空层准备分批改造成业主活动室、业委
会办公室、其他职能部门办公室，以及
物业现场负责人、出纳、工程主管、夜班
值班工程人员、客服主管、中班人员等
的宿舍，目前只是在做前期工作。

该负责人表示，经查询相关测绘
资料，该小区1栋2单元的架空层原来
就明确为物业用房，即现在物业办公
区，其他楼栋共7个单元的架空层的
用途并没有明确，但是可以确定的
是，这几处架空层的面积都没有纳入
业主的公摊面积。

“改造的初衷是为了丰富小区业
主业余生活，提高物业服务效率。”该
负责人称，在受到部分业主的质疑
后，物业已经暂停改造工作，正在逐
户征求业主意见，目前征求了200多
户，仅有少部分业主不同意，收齐业
主意见后将向主管部门报批再施工。

物业负责人说，计划把架空层改造成业主
活动室、业委会办公室、其他职能部门办公室，
以及物业现场负责人、出纳、工程主管、夜班值
班工程人员、客服主管、中班人员等的宿舍

为何
质疑

从《物权法》看小区架空层归属

在德阳市城郊千
佛村里，有一座古庙
宝峰寺，随着城市建
设，2016年一度面临
拆除。不少群众认为
拆了可惜，遂报告到
文物部门。德阳市、旌
阳区两级文物保护部
门现场查看后，进行
了审慎评估。今年1月
31日，来自德阳市城
乡规划管理局消息
称，宝峰寺占地约8
亩，目前有4栋残损古
建筑，已经作为寺庙
用地列入规划并进行
报批。这意味着这一
处古建筑将保留下
来。

“寺庙里有川内
较罕见的木雕和壁
画，有很高的历史文
化价值。”德阳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所长刘章
泽介绍，该庙暂定建
于清代早期康熙、雍
正年间，其雕刻的木
构件以及《西游记》主
题壁画比较罕见，修
缮后有望申报省级文
保单位。

又是世界首例
经皮肝静脉穿刺植入除颤器

女孩凌晨搭车边哭边叫“哪里楼最高就到那里去”

套话、尾随、报警……
的哥民警联手救轻生女孩

焦点
小区架空层在每栋住宅楼的3楼

俯瞰宝峰寺

宝峰寺内的壁画和木雕
部分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片区城市建设，古庙拆不拆？
村民心有不舍

文保部门审慎评估
规划部门列入规划

百年古寺 留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