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争议之下，“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
越来越大。那么，取消公摊面积制度当
下具备可行性吗？

在孟丽娜看来，取消公摊面积制度
现阶段不具有可行性。根据《商品房销
售管理办法》规定，商品房销售可以按
套（单元）计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
或者建筑面积计价。按套（单元）计价或
者按套内建筑面积计价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中应当注明建筑面积和分摊的共
有建筑面积。因此，商品房无论是按照
何种方式销售，均应体现分摊的共有建
筑面积。即便按套销售，也仍然存在公
摊面积。公摊面积客观存在，必然要由
部分或全体购房人分摊。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北京市房
地产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赵秀池同
样认为当下取消公摊面积不具有可行
性。房改后，我国的住房面积计量、房产
证、不动产证的发放都是以建筑面积为
单位的。房价、物业费、暖气费等也都是
以建筑面积计量的，如果取消公摊面
积，以使用面积计量，会给计价标准带
来混乱。每平方米的房价、物业费、暖气
费会有所上涨，反而会引起另一种误
会，以为涨价了。

多名受访专家认为，在是否应该取
消公摊面积制度的问题上暂时难以达
成统一，但目前可以从政策层面对公摊
面积制度进行完善。

针对目前公摊面积制度存在的问
题，孟丽娜建议完善相关测绘规范，对
公摊比例出台指导意见，要求测绘单位
提高测绘成果质量，畅通错误追究机
制。在售房时，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
售楼处公开测绘结果，将分摊原则、分
摊部位等向购房人进行明示，必要时测
绘单位也可以接受购房人的咨询，减少
因分摊面积问题产生购房争议。同时，
在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进一步完善相关
约定，明确约定分摊面积与产权登记面
积发生误差的处理方式及违约责任的
承担，从而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综合央视网、法治日报

到底什么是公摊面积？
我们买的房屋无法孤零零存在，而是要使用整个楼

的公共区域如楼梯、大厅、电梯井等，这些面积加起来分
摊到每个购房人身上，就是公摊面积。

“根据相关规定，公用建筑面
积由以下两部分组成：一是电梯
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
间、公共门厅和过道、地下室、值班
警卫室以及其他功能上为整栋建
筑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房建
筑面积；二是套（单元）与公用建筑
空间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
山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
我们买的房屋无法孤零零存在，而
是要使用整个楼的公共区域如楼
梯、大厅、电梯井等，这些面积加起
来分摊到每个购房人身上，就是公
摊面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孟丽娜说。

记者近日采访多名房屋中介、
购房者后发现，公摊面积已经成为
房屋买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北京大学房地产法研究中心

主任楼建波告诉记者，公摊面积本
身是客观存在的，对其收费并无不
合理之处，并且从购房者的角度来
看，可能也不愿意共有部分（所有
权）继续留在开发商手里。但是，把
公摊面积算入总计价面积，确实会
给购房者带来困惑。

“为了避免这种困惑，有两种方
法，一种是按套计价，这种是在总价
里包括了公摊面积的费用；一种是
按套内面积计价，不包括公摊面积
的费用，单独告知此类费用，但是最
后的总价二者不应该有差异，因为
公摊面积是客观存在的，这两种的
区分只在于哪一种能够更有效率地
把相关信息告知消费者。”楼建波
说，如果这两个价格不一样，开发商
就涉嫌欺诈，“问题不在于公摊本
身，而在于要统一计价方式”。

公用建筑面积由两部分组成

专业人士表示：“由比如门厅、
电梯井、楼梯道、通风管道，以及包
括为本栋楼服务的，比如说房顶有
那种二次加压的消防水箱，以及包
括还有一些房顶的有些那种，比如
说消防的一些设施，都算本栋楼的
公摊面积。这是本栋楼的，实际消费
者来测量、计算，都是非常复杂而且
极其困难。所以，消费者来测算公摊
面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专家表示，由于公摊面积的计
算太过专业，消费者难以分辨，给

开发商和测量机构提供了钻空子
的机会。

围绕公摊面积，还有一笔糊涂
账。小区中司空见惯被出租出售的地
下车库、内部经营性场所等，是否被
算在了公摊面积中？在一些答案为

“是”的小区，出租出售的收益理应由
全体业主共享。但在现实中，能够将
业主公摊面积经营收益返还的情况
极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一些
小区，就地下车库是否应该收费，开
发商、物业与业主争论不休了。

消费者难算清公摊面积

取消公摊尚有难度
亟须完善相关规定

专家讨论

110平方米的房子只有60
多平方米能用，公摊占到近一
半，是否合理呢？

现行规定对于公摊面积
大小没有比例限制，主要与
新盘项目的规划设计、配套
设施有关。从业主的角度看，
套内起居生活面积与社区公
共服务面积此消彼长，取决
于业主的诉求。笔者认为，多
层次住房消费并存的情况
下，对不同类型的新盘项目，
在规划设计及报批阶段，就
应对公共服务为主的公摊占
用，做出合理的规划指标限
定，毕竟房子和公共服务都
是给业主提供的。

就本案例而言，46%的公
摊是否合理，近一米的外墙是
否过大？笔者认为，若在规划
设计和报批、销售宣传时的公
摊与46%有差异，可以走仲裁
的解决路径。不过，由于公摊
的计算、范围、规划设计等太
过专业，需要归属管理部门做
出引导。这样做，有利于规范
开发商的经营行为。毕竟，业
主对共有和专有部分的房价
支付是一样的，但开发商支出
的成本是不一样的，要警惕有
意做大公摊，降低开发成本的
行为。

当前，业主对公摊的质
疑，还不止于此，共有几类问
题。比如，开发商明确电梯
间、楼道间、楼栋大堂属于公
摊面积，但一边收物业管理
费，一边将广告收入占为己
有。游泳池、地上停车场是共
有部分，但却对外营业，这与

“一房二卖”类同。电梯和楼
道需要精装修吗？墙体要取
暖吗？即便要装修、要取暖，
但标准不一样，成本也会低

一些。低密度住宅（如别墅）
的利润高，开发商有内在激
励，或许会将公摊更多挪到
高层或洋房部分。

作为共有部分的公摊，专
业性很强、内容因楼盘而异，哪
些纳入、哪些不纳入，边界不
明，如果相应监管没跟上，就可
能会给侵犯业主权益创造空
间。不仅开发商在这方面可能
套利，物业公司还会利用公共
空间盈利（比如电梯广告），保
洁保安利用地下储存空间或过
道储存废品，业主私自把公共
过道当储物间（比如放鞋架）。
本质上，住房套内部分的产权
最明晰，谁也侵犯不了，但共有
部分的产权共有，权利边界模
糊，会导致“公共地悲剧”不断
上演。

社区生活离不开公摊，
言及“取消公摊”更多乃情绪
之举。最重要的是，标准和明
细一定要“晒在太阳下”，监
管还要跟上。比如，要制定不
同类型社区的公摊指引；公
摊部分的内容要明晰，经营
的部分要将经营收益归属全
体业主，纳入物业维修基金，
或者抵扣物业费；房屋交付
时，独立第三方要对公摊面
积进行实测并公示；探索公
摊部分定价和套内定价的差
异化。

公摊面积一再被诟病、被
质疑，意味着当务之急是要明
确产权意识、夯实侵权必究。
要记住，买房不只是室内居
住，还有由公摊部分支撑的社
区服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
约评论员 李宇嘉（广东省城
规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员）

是否能取消？

110 平 方 米 的 房 子“ 到 手 ”仅 61 平 方 米

摊掉半套房的
公摊面积

2018年4月，李黎全款购入青
岛市某小区一套总面积为110.25
平方米的住宅。当时销售人员告诉
她，公摊面积占比会达到31%，但
实际收房时可能比这个数值小。

然而，2021年9月，准备收房
的李黎傻眼了：推开房门，映入眼
帘的是超厚的墙壁、逼仄的空间、
3间小得可怜的卧室。她找验房师
测量后发现，实际套内仅有61平
方米左右，主卧甚至无法放下双
人床。

李黎后续向售房方询问得知，
从合同上显示的套内面积75平方
米到她实际测量的61平方米，差值
主要体现在墙体的厚度上，外墙的
一半厚度计入套内建筑面积。“将
近1米的外墙，有一半的面积算作

业主的套内建筑面积。但是开发
商销售时没有说明，而且在销售
时有意混淆‘公摊’‘公摊系数’

‘公摊率’‘套内建筑面积’等概
念，各种专业术语堆砌起来，直接
就被绕晕了，根本没想到实际到
手的套内面积这么小。”

直到依法维权时，李黎才得到
“官方”口径——小区房屋的公摊
面积占比是46%。“这就意味着我
们花了上百万元买到手的房子，
实际上将近一半都不是自己住
的，如果一开始就知道这个情况，
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购买。”

和李黎同小区的姚女士购入
一套复式上下楼160平方米的房
子，结果到手的套内面积只有90平
方米左右。 公摊明细要“晒在太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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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最高人民法院16日发布“关于
加强行政司法联动保障新冠肺
炎康复者等劳动者平等就业权
利的通知”，再次重申严格禁止
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
者，并就加强就业歧视案件审
理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提出，用人单位对新
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实施就
业歧视、擅自非法查询新冠病
毒核酸检测结果的，劳动者可
以侵害平等就业权、个人信息
权益等为由，依法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对案件事实清楚、法
律关系明确的就业歧视案件，
人民法院在确保公正的前提
下，要提高司法保护的效率，做
到快立、快审、快结。

劳动者请求人民法院调查
取证，人民法院对于符合法定
条件的申请要积极主动进行调
查。案件审理中，人民法院要充
分考虑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根
据诚实信用、公平原则合理分
配举证责任，使劳动者的合法
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

通知再次强调，用人单位
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应当遵
守相关法律规定，不得以曾经
新冠肺炎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等为由，拒绝招（聘）用新冠肺
炎康复者等劳动者；不得发布
含有歧视性内容的招聘信息；
除因疫情防控需要，不得违反
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有关规定，
擅自非法查询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结果。

人社部门要加强对用人单
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招聘活
动监管。对用人单位发布含有
歧视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
招聘信息的，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未履行合法性审查义务的，
要发现一起严肃查处一起。对
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不良影
响的，要通过采取行政约谈、曝
光等方式督促整改。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8月16日电 中共
中央台办发言人16日受权宣布对
列入清单的一批“台独”顽固分子
等人员实施制裁。

发言人指出，“台独”分裂是祖
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
严重隐患。一段时期以来，少数“台
独”顽固分子为一己之私，极力勾
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蓄意
挑动两岸对立，肆意破坏台海和平
稳定，在佩洛西窜台期间表现尤为
恶劣，进一步暴露其冥顽不化的谋

“独”本性。大陆方面绝不容忍任何
分裂国家的行径，绝不容任何外部
势力干涉祖国统一进程，绝不为任
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
何空间。

发言人说，为维护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和两岸同胞切身利益、坚决
打击“台独”顽固分子，决定公布萧
美琴、顾立雄、蔡其昌、柯建铭、林飞
帆、陈椒华、王定宇等为列入清单的

“台独”顽固分子，对他们及前已公
布的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采取以
下惩戒措施：禁止其本人及家属进

入大陆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限
制其关联机构与大陆有关组织、个
人进行合作，绝不允许其关联企业
和金主在大陆谋利，以及采取其它
必要的惩戒措施，依法终身追责。决
定对游锡堃担任董事长的“台湾民
主基金会”的执行长、吴钊燮担任董
事长的“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的秘
书长实施制裁，禁止其进入大陆和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发言人指出，统一是历史大
势，是正道。“台独”是历史逆流，是
绝路。今天公布的“台独”顽固分子
名单，不是清单的全部。我们正告

“台独”顽固分子必须悬崖勒马，胆
敢以身试法，必将遭受严厉惩罚。
任何人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
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
志、强大能力！我们希望广大台湾
同胞认清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
的害台本性，看清自身利益福祉所
系，自觉与“台独”分裂分子划清界
线，坚决抵制、反对“台独”分裂活
动，与大陆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

两部门：再次重申严格
禁止歧视新冠肺炎康
复者等劳动者

萧美琴等一批“台独”顽固分子被制裁

大陆方面8月16日宣布，在已
列入苏贞昌、游锡堃、吴钊燮的“台
独”顽固分子清单中，新增萧美琴
等7人，将对其依法实施惩戒并终
身追责。这些“台独”顽固分子长期
图谋分裂国家，在近期佩洛西窜访
中国台湾地区时表现更是极为恶
劣，被依法惩戒是咎由自取。

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是
一场拙劣的政治闹剧，也是一次危
险的恶意挑衅。佩洛西窜访前后，
这些“台独”顽固分子台前幕后上
蹿下跳，轮番登场献媚。他们有的
暗地里操盘运作，有的台面上鼓噪
叫嚣，有的站在佩洛西左右配合演
出，“倚美谋独”险恶用心和挟洋自
重丑陋嘴脸暴露无遗。

新列入清单且排名居首的萧
美琴，以民进党当局在美所谓“代
表”身份，频繁散布谋“独”言论，推
动向美军购，鼓动美方炮制涉台消

极法案，此次更卖力运作佩洛西窜
访中国台湾地区。此人在操弄“台
美勾连”上劣迹斑斑，与以“撒谎、
欺骗、盗窃”为荣的美国政客蓬佩
奥会面，奴颜媚骨，丑态百出。

列入清单者中，顾立雄、蔡其
昌直接参与佩洛西表演。前者多次
为军购和美台勾连赴美，后者与其
余人等则配合美方腔调，把大陆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之
举歪曲为所谓“军事威胁”，把“台
独”分裂图谋包装成所谓“坚守民
主”，颠倒黑白、混淆视听。

“台独”顽固分子蓄意与国家
和民族为敌，甘当外部反华势力马
前卒，公然挑衅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严重损害两岸同胞共同利益和
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他们“尽台湾
之物力，结外国之欢心”，妄图将台
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把台湾推
向灾难深渊。累累罪行，均记录在

案，必当一笔笔清算！
“台独”顽固分子是彻头彻尾

的民族败类，重拳打击这些不肖子
孙、无耻之徒，具有充分的正义性、
正当性、合法性和必要性。针对“台
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和外部
势力干涉，大陆方面近期采取一系
列坚决有力的反制措施，包括增列

“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对“台独”顽
固分子关联机构采取惩戒措施，对
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涉嫌危害国
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实施刑事拘
传审查，都是彰显民族大义、体现
法律尊严、深得人心之举。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数典忘
祖、背叛中华民族、危害同胞利益
者，必遭历史正义的审判和国家法
律的严惩。“台独”顽固分子以身试
法、以卵击石，只会加速自我灭亡，
注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据新华社

对“台独”顽固分子必须依法实施惩戒

110平方米的房子，到手却发现套内面积只有60多平方米；购房时销售人员口头承诺
的31%公摊面积，收房时却变成了46%……

山东省青岛市市民李黎（化名）原本应该在去年开开心心收房，却被公摊面积带来的问
题困住了。维权一年多来，她始终想不通：“怎么一公摊，把我一半的房子都摊出去了呢？”

记者近日采访发现，公众对于购房时需要承担公摊面积费用多有诟病，认为公摊面积
的存在给购房人一种要为不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买单的不适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一种声音甚嚣尘上——取消公摊面积制度。那么，公摊面积制度
的存在依据是什么？目前形势下是否能够取消？是否有可替代或进一步完善的方案？围绕这些
问题，记者展开了调查采访。

外墙一半计入套内 购房者被术语绕晕

近期，长江流域发生严重
旱情，对农村人畜饮水保障和
农作物生长造成不利影响。近
日，水利部办公厅发出通知，部
署相关省份以“时时放心不下”
的责任感，坚决打赢抗旱保供
水这场硬仗。

通知强调，要全面落实农
村供水保障地方人民政府主体
责任、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
管责任、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
任等“三个责任”，进一步落实
灌区灌溉供水保障责任，强化
农业用水监管，全力做好抗旱
保饮水保灌溉工作。根据水文
气象预报信息，结合水源工程
供水状况、农村供水和灌区供
水需求，精准摸清农村供水和
灌区因旱影响范围，精准统计
因旱影响对象情况。坚持底线
思维、极限思维，从最不利情况
出发，逐乡镇逐村做实农村供
水应急预案，精准制定有针对
性的抗旱保供水措施。

通知要求，要坚持问题导
向、需求牵引，因地制宜采取
临时调水、新开辟水源、延伸
管网、分时供水、拉水送水等
措施，确保农村群众饮水安
全，保障规模化养殖牲畜基本
饮水需求。 据水利部官网

水利部部署进一
步做好长江流域抗旱
保供水工作

三峡水库加大下泄
向长江中下游补水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16
日发布调度令，调度三峡水库
于当日12时起向长江中下游补
水。初步测算，三峡水库加大下
泄，未来5天将为长江中下游补
水约5亿立方米。

长江委副总工程师陈桂亚
说，调度令执行后，三峡水库水
位将从目前的约147.2米逐日
均匀消落，8月21日按不低于
146米控制。在三峡水库向长江
中下游补水期间，金沙江下游
梯级水库群也同期开展补水调
度，可增加补水约3亿立方米。

受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影
响，长江流域一些省份近期出
现不同程度的旱情。8月1日至
15日，长江委统筹抗旱用水和
高温保供电需求，调度流域控
制性水库群有序向中下游地区
补水约53亿立方米，其中三峡
水库补水10.9亿立方米，一定
程度上缓解了长江中下游干流
水位偏低的情况。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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