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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典

为了进一步普及《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浙江星岛律师事务
所每周带你读一则《民法典》的亮
点法条。这周，让我们一起来看
第273条。

《民法典》第 273条规定：“业
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
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
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业主转让建筑物内的住宅、
经营性用房，其对共有部分享有
的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一并转
让。”

下面我们作一些简要的解析：
共有部分是指区分所有的建

筑物及其附属物的共同部分，即
专有部分以外的建筑物的其他部
分。对于共有部分的范围，需注
意的是：

一、建筑物基本结构。建筑物
的基本结构是维系整个建筑物不
可或缺的部处，因此属于共有部
分。建筑物的基本结构包括建筑
物的基础、承重结构、外墙、屋顶。

二、公共通行部分。公共通行
部分是为所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人提供进入和通行便利的，因此
它也属于共有部分。公共通行部
分包括通道、楼梯、大堂，但是小
区外的城市道路属于市政设施，
不属于业主共有。

三、公共设施。公共设施是为
所有业主提供安全、消遣以及日
常生活需求的设施。公共设施一
般包括：消防设施、公共照明、避
难层、绿地、物业管理用房。同
样，如果绿地属于城镇公共所有

或开发商已经明确卖给了业主个
人，则绿地也不能属于共有部分
了。

四、部分车位。建筑区划内，
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
应当首先满足业主的需要。建筑
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
位、车库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
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
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其他场
地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
主共有。

五、维修资金。除业主可以决
定使用外，《民法典》赋予业主大
会或者业主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
申请使用的权利。

业主依据法律规范、合同以及
业主公约，对共有部分享有使用、
收益、处分权，并按照其所有部分
的价值，分担共有部分的修缮费
以及其他负担，且不得以放弃权
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共有部分为相关业主所共有，
均不得分割。也不得单独转让。
而当业主转让建筑物内住宅、经
营性用房时，其对建筑物共有部
分享有的共有权和共同管理的权
利一并转让。

另外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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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关规定，业主基于合理需要
可以无偿使用屋项、外墙：如顶楼
住户在楼顶设置太阳能热水器，
无需其他业主同意，也无需付费。

（由晓普整理）

业主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及义务

本报讯（记者 杨叶梅 通讯员
张海霞）日前，普陀供电分公司电
力人员来到位于小干岛的马峙山
集中隔离中心，上门开展电力保障
服务工作。

当天，电力人员开展了现场勘
查、测算负荷、确定电源点等工作，
并对电缆走向和施工分界点进行
现场确认，优化供电方案，采用就
近原则，确定隔离中心用电“双电
源”接入方案，制定出详细的施工
方案及材料供应方案。“此次马峙
山集中隔离中心的双电源增设，将

在用户配电室旁新设分支箱，新增
的第二路供电电源延伸至新分支
箱，延伸部分的电气接入费用由供
电企业承担，帮助用户节省了供电
接入成本。”普陀供电分公司营销
室专职陈晓说。

据悉，为进一步做好电力接入
工程“零投资”工作，创建一流营商
环境，普陀供电分公司开辟办电绿
色通道，实施省力、省时、省钱、省
心“四省”服务，降低企业办电用电
成本，打通用电服务“最后一公
里”。

供电部门上门开展电力保障工作

打通用电服务“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通讯员 张石英 记
者 王梦倩）日前，区公安分局开
展溺水警情处置能力提升培训活
动，100余名民警参与培训。培训
中，消防救援人员从水域救援的
基本方法、考虑顺序、注意事项等
方面详细阐述了水域救援的要

领，介绍了水域救生衣等常用救
生装备的规范使用，演示了穿戴
救身衣时如何开展水域救援以及
急救技能实操学习，进一步提升
民警的水上救生技能和应对水上
突发警情能力，为有效处置各类
警情打下坚实基础。

百余名民警学急救技能

“喜迎二十大?筑梦共富路”
东港街道第八届群众文化艺术
节文艺晚会昨晚在东港莲花洋
广场举行。整场演出分为上中
下三部分，分别以“共?筑港追
梦”“富?美丽家园”“路?砥砺奋
进”为主题，展现了十九大以来
东港的时光变迁、华丽蝶变，鼓
舞东港人继续勇敢追梦，在奔向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奋发前进。

（记者 徐丽佳 通讯员 樊亮）

文艺晚会
精彩纷呈

日前，位于沈家门滨港西路
的沈家门渔港休闲渔船停泊基地
建设完工。该基地共设休闲渔船
泊位61个，其中10米船型泊位
59个，15米船型泊位2个。基地
总泊位长度为370.7米，港池水
域面积近1.6公顷。

（记者 郭杰 通讯员 朱晓莉）

休闲渔船
有了“新家”

记者记者 诸葛晓明诸葛晓明 摄摄

本报讯(记者 杨叶梅 郭杰 通
讯员 崔兆祥 柳启冬)昨天上午，区
反邪教协会、区教育局、区公安分
局等走进普陀第二中学，开展全区
反邪教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反邪教
进校园活动。

启动仪式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为
学生代表赠送科普书籍，宣读倡议
书，鼓励广大学生坚持从我做起，从
身边做起，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自觉远离邪教、拒绝邪教、抵制邪
教。活动现场还布置了图文并茂的
宣传横幅和展板，工作人员向学生发
放了《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反邪教
知识问答》等宣传手册。活动现场共
计发放反邪教宣传资料600余份。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深入开展
反邪教宣传月活动，积极创建无邪
普陀，不断提升社会各界识邪、防
邪、拒邪的意识和能力。

全区反邪教宣传月活动启动

筑牢防范抵御邪教的思想防线

记者记者 徐丽佳徐丽佳 摄摄

□记者 陈璐瑶 通讯员 邱丹燕

从沈家门客运站乘船，约40
分钟抵达六横大岙码头，再乘车
15分钟到六横沙岙码头，然后换
乘渡轮约15分钟，便抵达佛渡岛。

“你们去佛渡村卫生室找人
吗？”“我们去采访李世宏医生。”
在开往佛渡村的班车上，得知我
们要去采访李世宏医生，车上的
村民们顿时来了精神，他们朴实
的话语里充满了感激和信任：“李
医生真的太好了，态度好，工作也
负责。”“我们平时身体不舒服都

是找李医生，对阿拉老年人很关
心。”

谈话间，班车停在佛渡村卫生
室门口，李世宏迎了上来，热情地
和班车司机打招呼。“岛上老人起
得比较早，所以早上特别忙，快到
中午才稍微有点空下来。”李世宏
告诉记者，按照规定，卫生室是上
午7时开门，但为了适应岛上老人
的生物钟，他每天早上5时多起
床，6时左右开门接诊。

“热心为民 忠于职守”“心系
患者 服务一流”“诚心服务好医
生 海岛人民需要您”……走进佛
渡村卫生室，满墙红彤彤的锦旗
映入眼帘，面对患者对他的赞誉，
李世宏只是谦虚地笑笑，说他只
是做了分内的事情而已。

1976年，李世宏从普陀卫校
毕业成为一名乡村“赤脚医生”，
后来在双塘岑山村卫生室工作。
因为医疗技术过硬、问诊态度和
蔼，2014年4月被调到佛渡，一待
就是8年。“刚来的时候，不熟悉这
里的环境，就到处走走看看。后
来路修好了，就骑着电动自行车，

把岛上的角角落落都跑遍了，一
家一户上门走访，电动自行车骑
坏了两辆。”李世宏说，现在他已
经对岛上路线了如指掌，“谁家住
在哪里，老人有哪些慢性病，我都
了然于胸，紧急情况下可以派上
用场。”

据了解，佛渡岛60周岁以上
老人有 800余人，是名副其实的
“老人岛”，年过花甲的李世宏之
所以坚守在这里，就是放心不下
这里的老人。每天吃完中饭，趁
着患者不多，他就会拎上急救箱
和血压仪，骑上电动自行车，去村
里转一转，看看老人的血压是不
是高了，药是不是快吃完了，身体
有没有不舒服。

“这两天身体还好吗？我来给
你量一下血压。”当天，记者跟随
李世宏来到一位老人家中，他一
边询问病人的身体状况，一边从
包里拿出随诊设备。“李医生，你
来了太好了，我今天头晕。”老人
见到李世宏时，顿时宽心了不
少。“药按时吃了吗？”说着，他熟
练地打开老人存放药品的袋子，

查看有没有药品即将吃完。
刚为老人检查好身体的李世

宏，又接到村民打来的电话，他立
即骑上电动自行车赶回卫生室，开
始新一轮接诊工作。在平时工作
中，只要病人需要，一个电话、不分
日夜、无论风雨，李世宏都会赶过
去。他还在卫生室门口装了一个
门铃，方便村民夜间及时就诊。

一面面锦旗诉说着他在海岛
行医的感人事迹，一个个乡亲的眼
神传递出对他的信任和感谢……
在佛渡村，李世宏不仅仅是一名医
生，更是村民心里的健康卫士。如
今随着自己的年纪慢慢大了，李世
宏有时候出诊也比较吃力，“年纪
大了，岛上有些路的台阶很多，走
起来吃力，但我是医生，更是党员，
只要病人有需要，只要还能走得
动，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只因岛上老人需要

李世宏“医”路坚守

本报讯（通讯员 朱晓莉 记者
郭杰）9月21日凌晨，一艘台州路
桥籍渔船发生触礁事故，我区2艘
渔船第一时间前往救援，安全转
移船上8名船员并将事故渔船拖
带至安全区域。

当天凌晨3时左右，一艘浙江
台州路桥的渔船在长江口渔场搁
浅。由于当时潮流较急，且该区

域信号不佳，导致营救困难，情况
危急。区海洋与渔业信息指挥中
心接到求救后，第一时间启动应
急救援方案，联系事故渔船附近
作业的 2艘普陀籍渔船前往救
助。

2艘渔船上的渔民在得知事
故情况后，毫不犹豫放弃生产，第
一时间赶赴事发海域进行搜救。

18时左右，2艘渔船到达事发海
域。但由于当时潮流较急无法靠
近，2艘渔船只能在旁看护，等待
潮流减缓。20时左右，我区2艘渔
船开展营救行动，成功将事故渔
船上的8名船员安全转移，并将事
故渔船成功拖至上海市横沙岛码
头。

区海洋与渔业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现阶段是渔业生产高
峰期，也是渔业安全生产事故的
多发易发期。目前，区海洋与渔
业信息指挥中心实行了24小时全
天候值班制度，第一时间处理应
急事故。当渔船发生事故后，要
求船长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
告，尽可能争取救援时间，切实保
障渔民兄弟生命安全。

一台州籍渔船触礁情况危急

我区渔民放弃生产成功救助8名船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