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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夏天

家里遇到“水滴石

穿” 的糟心事， 不仅是一

家独愁， 也容易让楼下的

邻居遭受连累。 最近， 杨

浦区新江湾城街道就有两

户业主， 为此产生了纠

纷。 这起表面上看似并不

复杂的相邻权纠纷， 其实

背后却有大门道。

【事件起因】

原来， 住在顶层的 12 楼业主，

曾经在楼顶露台搭建阳光房。 去

年， 经有关部门认定， 该阳光房属

于违法建筑， 12 楼的业主便对阳

光房进行了拆除， 并对拆除的露台

重新进行了修复。 本以为， 一切都

可以归于平静， 没想到在拆除阳光

房后， 楼台开始漏水， 这就让 11

楼住户遭了秧。 由于该小区每栋楼

的顶层都是单户跨层结构， 除了顶

楼的 12 楼， 以下其余楼层都是两

户人家， 12 楼漏水的阳台下面正

对着 11楼其中一户业主的客厅。

11 楼业主表示， 家里天花板

已经被雨水泡得起皮了， 夏季多

雨， 必须赶紧把漏水根源解决， 否

则损失越来越大。

12 楼业主的观点则是， 能理

解 11楼的心情， 上次拆完阳光房，

已经花钱进行了认真修复。 当然，

这回也愿意再次出部分钱进行维

修。 可是万一自掏腰包修补完， 以

后再继续漏水， 是不是还会找我们

呢？

此外， 11 楼业主还披露， 听

说其他楼也存在顶层漏水的现象，

开发商是不是可以负责？

对此物业认为， 一方面 12 楼

业主之前建过阳光房， 开发商肯定

会认为是违法建筑拆除破坏了露台

防水， 不会轻易承认是自身问题；

另一方面， 房子已过保修期了， 开

放商应该不会管的。

【调解经过】

11楼业主的困惑， 得到了街道

公共法律服务站“高手”前来助阵。

3 月 25 日， 新江湾城街道某

社区居委向街道公共法律服务站发

出“求助信号”， 希望调解员和社

区法治专员能够参与到本小区一起

因房屋漏水造成的相邻权纠纷当

中， 为其提供专业的法律支援。

为保证调解工作有效进行， 社

区法治专员和调解员联系居委干部

协调时间， 确保纠纷双方的业主和

物业工作人员全体到场。 针对各方

分歧所在， 社区法治专员和调解员

同双方当事人、 物业公司进行了逐

一梳理与解释说明。 法治专员和调

解员表示， 尽管楼顶露台靠近 12

楼业主房屋， 但露台仍属于房屋公

共部位， 在房屋保修期已过的情况

下， 如得到相应比例业主同意， 可

以使用维修基金对露台漏水点进行

修复。 不过， 考虑到 12 楼业主曾

经搭建并拆除阳光房， 12 楼业主

也将承担部分责任。

讲到可以使用公共维修基金，

调解员察觉到到物业工作人员面露

难色， 便立刻询问物业是否存在困

难。 经询问得知， 该小区业委会尚

未成立， 恐怕暂时不能动用维修基

金。 法治专员和调解员思索片刻，

提出了另外一套方案， 即在业委会

成立前， 先通过物业和居委向相关

业主发出维修基金使用征询函， 征

询各业主对于使用维修基金修补露

台的意见， 如果超过三分之二的业

主同意使用维修基金， 则由 12 楼

业主先行垫付露台维修费用， 待业

委会成立后， 再按照合法程序相关

业主申请启动维修基金， 如果同意

的业主达不到比例， 再商讨其他解

决办法。 方案提出后， 得到了在场

双方当事人和物业的认同。

座谈结束后， 物业马上起草准

备征询函， 征询本栋楼业主意见。

在发出征询函后， 21 户家庭中 18

户居民表示了同意， 远远超过三分

之二， 实现了预期目标。 在得知征

询意见结果后， 居委干部马上联络

法治专员和人民调解员签订后续调

解协议。

最后， 经双方当事人及物业管

理人员自愿协商顺利达成协议。 12

楼业主不仅愿意提前垫付维修费

用， 还主动提出承担一半维修费

用， 表示将尽快安排维修计划， 抓

紧修复渗水露台。 经过人民调解

员、 法治专员、 居委、 物业多方的

协调推进， 整个事件总算是画上了

一个圆满的句号。

【调解心得】

调解中， 调解员提出的房屋维

修基金是指专项用于物业保修期满

后房屋共同部位、 共用设备和物业

管理区域公共设施的维修、 更新和

改造的资金， 不得挪作他用。

而第二种解决方案， 即通过物

业和居委发出维修基金使用征询函

以便动用维修基金， 是因为维修基

金的使用要严格遵循法律规定。 按

照《物权法》和自2008年2月1日起施

行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

规定，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由全体

业主缴纳的，属全体业主共同所有。

一般情况下维修资金由物业所在地

的房地产管理部门统一监督设立，

由物业管理公司或管理单位申请支

取使用。 所以，要想使用维修基金，

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方可向房管中

心申请：一、房屋维修基金必须用于

住宅公共部位和公用设施设备；二，

在超过保修期限后使用; 三， 得到

2/3以上业主的同意。 而本案中，远

超三分之二的业主均同意了征询

函， 也说明本案的调解达成是众望

所归。

“水滴石穿”引发“三角乱战”
调解员和法治专员联手解决一起相邻权纠纷

□法治报记者 金勇

法治报通讯员 张峥华

老太因癌症住院， 将

自己的银行卡、 身份证等
钱款 、 证件交给外甥保

管。 不料外甥突发重病离

世， 老太向外甥遗孀讨回
证件和银行卡后， 才发现

所有存款几乎被取空。 老
太找到对方想讨回钱款 ，

不料一直被推诿， 无奈之

下前往闵行专调中心寻求
帮助。

调解员通过走访调
查， 找到了老太资金的去

向， 通过释法析理和耐心

劝导， 最终顺利化解了这
起资金托管纠纷。

【案情】

现年86岁的李甲是一名孤老，

她的弟弟李乙患有精神疾病常年住

院治疗，姐弟二人都未婚嫁，相依为

命， 李甲一直承担着弟弟的监护责

任。 2006年，李甲因癌症入院手术，

外甥凌某某经常接送老人就医，并

时常前去医院探望李乙。因此，李甲

十分信任凌某某， 并在2007年将自

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以及弟弟的身份

证、残疾证、养老金卡甚至密码等全

部委托凌某某代为保管。几年来，凌

某某代替李甲照顾李乙并支付各项

费用， 而李甲因为信任凌某某从未

查问过其保管的钱款以及使用情

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5年12

月凌某某突发重病离世。2016年3月

李甲收到弟弟居住的精神病院的缴

费催款通知， 于是李甲向凌某某的

遗孀张某要回了托管的身份证、银

行卡等资料。经李甲到银行查询后，

发现自己的存款都变为了0，而弟弟

卡内的余额只有43元。之后，李甲多

次联系张某， 但对方多次推脱并拒

绝见面商谈， 李甲无奈前往闵行专

调中心请求帮助。

【调解】

调解员接到该案后， 立即与张

某取得了联系。然而，张某却推脱责

任， 称李甲姐弟俩的所有钱款均由

其丈夫凌某某一人打理， 她丝毫不

知情。调解员随即展开了走访调查，

先陪同李甲到其开户的银行查询银

行卡的进出账务记录， 然后走访了

李甲的姐姐和姐夫 （即凌某某的父

母），最后指导李甲前往精神病院查

询弟弟各项费用总支出清单。 几番

走访，调解员发现了问题的关键点，

2007年凌某某家买房动用了李甲银

行存款的本金26万元以及利息，且

这笔钱最后转入了张某的账户中；

李乙养老金的总收入为36万余元，9

年间弟弟在精神病院实际发生总费

用为13.8万元。

在前期调查的基础上， 调解员

前往张某工作的地方再次与其沟通

协商， 并拿出收集到的转账凭证等

材料， 她马上转变了态度， 并表示

愿意配合调解。 张某表示， 丈夫凌

某某过世前花去了上百万元的医疗

费， 孩子还在读中学， 公婆都已

90 岁高龄， 自己的工资收入很有

限， 目前无法拿出这么一大钱。 调

解员在安抚张某后， 劝导她查清账

目给李甲一个交代， 并针对其资金

困难的问题， 建议张某找凌某某生

前入股经营的公司协商， 争取得到

资金上的支持。

双方进行面对面调解之前， 调

解员针对精神病院催款一事， 主动

找到张某， 希望张某先拿出 4 万元

救急， 张某对此表示同意。 调解当

天， 张某请来了凌某某生前入股公

司的俞总经理， 而李甲也请来了同

事好友参与调解。 李甲提出要求张

某一次性归还 43 万元的诉求， 但

遭到了张某的拒绝， 张某只同意归

还 30 万元。 双方各执一词、 互不

相让， 调解陷入了僵局。 调解员决

定调整策略， 采用背靠背的调解方

法。 调解员先找到俞总经理进行沟

通， 并向他出示了相关的银行单据

资料， 而俞经理在仔细查看后对李

甲的诉求表示支持。 于是， 调解员

请俞经理对张某作思想工作， 让她

能够适当让步。 然后， 调解员和李

甲进行单独的协商， 希望她能够看

在凌某某多年的付出上稍微让步，

更向她说明如果协商不成到法院诉

讼， 会产生律师费、 诉讼费等， 且

周期较长。 最后， 在调解员释法析

理的劝导和情理结合的疏导下， 双

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并签订了调

解协议。

【点评】

本案由于资金托管历时时间

长， 托管时双方没有任何书面交接

手续和约定， 现因受托方突然急病

死亡， 要调查清楚托管资金的去向

比较困难。 本案的矛盾焦点主要在

于当事人银行卡中的存款和养老金

余款被移走的行为究竟与张某是否

有关联。

在调解该起纠纷时， 调解员将

以情感人贯穿于整个调解过程。 从

情感上说， 本案的纠纷双方都非常

值得同情， 申请一方李甲和李乙姐

弟都是孤老， 他们的银行存款是一

辈子的积蓄 ， 也是今后养老的本

钱； 而被申请方张某中年丧偶， 且

家中上有老下有小， 此时的她还没

有从悲伤中解脱出来， 却又要面对

大额的还款问题 ， 所以烦躁 、 不

安 ， 无法站在对方的立场思考问

题。 调解员主动走访、 耐心安抚，

细心调查、 查明案情， 依法有据、

释法明理， 情理相融、 调和人心，

使得双方当事人能够平心静气解开

心结。 而在张某一方面临资金困难

时， 调解员凭借在调查中得到的信

息， 帮助其出谋划策， 借助第三方

力量， 让其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

为纠纷调解的顺利进行提供了基

础， 也确保了调解协议资金的快速

履行到位。 调解员以绣花的精神，

用心调查、 贴心服务， 使得纠纷双

方化干戈为玉帛。

托管人突然离世 卡内存款不翼而飞
闵行专调中心以绣花精神耐心调解资金托管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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