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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楼层跑水是比较常见的
闹心事，若处理不好不仅影响邻里关系
及社区和谐，有时还会引发塌陷、掉顶、
电线跑电等安全事故。遇到这样的烦
心事，到底该如何妥善解决呢？甘肃省
司法厅调解专家、甘肃第三方人民安全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副主任解放，依据
《民法典》相关规定为读者提出了一些
处置此类纠纷的建议。

三、楼上漏水造成了损失却不肯赔偿，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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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为您来支招

一、发现楼上漏水后该如何处理？
1. 首先应保护现场，
并进行证据固定，
例如拍照、
录像录音等证据收集。
2. 进行协商，可先找小区物业或社区，让他们给出意见，或让他们去找楼上的
邻居，
进行协商修补。
3. 若协商不成，请有评估资质的企业，如价格认证中心等到现场评估，等待有
关资料、
证据完备后，
再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向法院起诉。
二、楼上漏水造成的损失如何索赔?
1. 找楼上业主：如果楼上业主确因装修或铺设水管造成楼下住户“受水”，楼上
住户应及时查找漏水原因并进行维修，还应当就其不当行为给楼下住户造成的损
害承担赔偿责任。
《民法典》第二百九十六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
排水、
通行、
铺设管线等
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第一千一百六
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找开发商：房子还在保修期内，又确信不是人为破坏时，不管是受损业主还
是楼上业主，
都应及时让开发商进行修补处理。

如果漏水原因确为楼上造成，而邻居不配合或不及
时修补，受损业主可根据《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第
一千一百六十七条之规定将争议提交法院处理。如果
邻居不理会法院的判决，受损方可以先自己请施工队进
行修补，所花费的费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再通过法院
要求楼上邻居进行赔偿。
四、楼上住户装修导致漏水，物业要负责吗？
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第五十二条规定，业主需要装
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企业。物业服务
企业应当将房屋装饰装修中的禁止行为和注意事项告
知业主。
物业公司发现在装修过程中有违反有关规定的行
为时，应当通知行为人立即停止并改正；行为人拒不停
止或改正的，应当及时报请相关行政部门依法处理。如
果业主遇到了此类问题，应首先向物业公司反映，物业
公司如果没有尽到上述义务，就应该为受到损失的业主
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但如果物业公司已经尽到义务，
则不承担责任。
五、出租屋漏水损害邻居，房主需要承担责任吗?
《民法典》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
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
方便生活、
团结互助、
公平合理的
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案件系相邻
关系纠纷，业主虽然并非侵权人，但作为不动产的所有
人，对于因其房屋漏水对邻居造成的损失仍应承担赔偿
责任，业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亦可向租户追偿。对于邻
居因为漏水而造成的损失，
可以双方酌情商定。
掌上兰州·兰州晨报记者 丁凯珊

仅5套现房清盘 起价5288元/㎡

九州现房小区：面积 74-105㎡，Q87 直达小
区门口，
不限购，
全款优惠多。小区 25-110㎡
旺铺及库房出租，理发店，棋牌室，门诊所，餐
饮店的理想场所。热线：
13321208878。

房产招租

个人出售

1. 元森玫瑰园精装修 146 平米，2 楼每平米
15500 元。2. 高尔夫花园精装修全新未入住109 我公司拟对兰州市城关区一栋 9
层房产进行招租，招租面积约为
平米，
4楼210万，
中介勿扰。 18919818866

3365 平米。该资产位于科技街 66
号，
具有较好的经营投资价值。
详情请致电：
18791183608（刘先生）
029-87289205（肖先生）
租赁监督电话：
4000960901

急需购房

铺面出租

城关七里河都行 全款付清

18693949900 秦安路临街铺面2层，独立门

个人急购

头，独立入户楼梯 260 平米，
拒餐饮！无转让费！
城关区产权房一套，中介免。 租金面议，
13619343916 联系电话：0931-8851073

全款购房

旺铺出租

诚心购买城关学区房、中介勿扰！ 金港城小区商铺:180平方米、350平方米，
13919118651 可整体或分隔出租。电话:13919255888

复转军官急购 个人买房

住 房 一 套 ，可 以 一
次性付款（中介免）

转

兰州卷闸门

安装维修各种卷闸门、
防火
卷帘门、
玻璃门及感应门、
肯 德 基 门 、伸 缩 门 。

15682811123

让

龚家湾新天地附近有 独门独院门窗加工
1200 平米左右 有办公、宿舍、厨房、厕
所等设备水电 三项齐全，
接手可营业 有意
者电话联系 13321214320 中介勿扰

本人杨平（身份证239005196204090045）
于 2003 年 1 月份交到甘肃大陆桥物业经
营管理有限公司F2—520号商铺押金500
元，因原收据丢失现申请作废，特此声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21223MA71NR8C9P
挂失甘肃恒瑞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
证正本，编号JY26201021651002,特此声明。
4662740
挂失甘肃瑶鑫达商贸有限公司食品经营许可证
8150592
正副本，证号：JY16205021522626声明作废
黄元富遗失兰州高科新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挂失甘 A77863 营运证号 629700005659 专用收据两张号码00014917，00014918单张收据
挂失王盼盼，甘肃农业大学应用技术学院 金额883700元，共计金额1767400元声明作废
本人石学龙(身份证620103198705293517)
因不慎将甘肃六建杨家桥高层住宅楼 1 学生证号:20202405017
挂失天水世杰林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银行预留
号楼 26 层 B2 室住房购房计算表原件
(1 张)、过户表原件(1 张)、房款收据原件 挂失锦泰保险交强险流水单号第二联第三 印鉴公章一枚；及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3 张)、过户收据原件(1 张)丢失，现声明
联20620203577
作废，特此证明，如有不实，责任自负。
信用代码91620500MA71GD409B声明作废
甘肃省水利水电工程局朔 声明人：石学龙 时间：2021 年 4 月 30 日 遗失大地保险公司诉责险，单证号：2822317、
挂失甘肃迪安同享医学检验中心有限公
州市朔城区源子河河道治
2822318、2822319、2682829，声明作废。 司 2020 年 12 月 30 日开具给甘谷县妇幼
注销公告
理工程第一标段项目部公 兰州兰太草坪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挂失城关区雁北路佰果惠水果店营业执照正副 保健院的甘肃增值税普通发票2张(发票
章遗失，现特此声明作废。 用代码 91620100710211646P，现拟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清算组由负责人柴琦等人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20102MA72EXD351 联)票号 06926415 金额 13954.5 元整，票
组成，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
挂失榆中连搭来一碗餐饮店营业执照正本， 号06926416金额1600元整
本公司清算组申请债权债务，逾期后果自负。
地址：兰州市城关区天水南路 222 号兰州大 代码92620100MA74FCRN87
挂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开票单位：兰州永盛源
城关区九州大道大德信食品批
学胡杨楼三楼
发中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挂失张艳霞保险销售执业证020001620102800 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付款单位：甘肃天路建设
61011519901228277601， 减资公告
20180900116，保险代理合同号1412668554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发票号码：062001900104
公章一枚，因不慎遗失，特此 兰州倍琳雅美容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挂失祁燕玉身份证622427199410063785， —37997203（金额60000元）；发票号码：
代码91620100MA74U8Q47Y，
拟向公司
声明作废。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由
062001900104—37997204（金额6240元）。
壹仟万元整人民币减至壹拾万元整人民 于2021年4月25日不慎遗失
币，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报之日起45日内向
挂失马组哈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挂失符士林甘肃华尊立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公司提出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地址：甘
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鼓楼巷街道小稍门外
11-115#收款收据 2 张收据号(9829468)
兰州理工大学教务处公章一 236号1层013室 电话：13919001740 号622922600067121
枚，
编号 6201025033199 挂失甘肃天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给 挂失魏宏国福彩62011049投注机保证金 2012 年 9 月 5 日肆拾陆万壹仟叁佰元整
因磨损严重，无法正常使 杨爱军的欧洲阳光城2期云府158收款收 收 据 编 号 ：165020686831，金 额 15000 （461300）收据号（9829563）2012年9月4
据 2 份，收据号 0000336，金额 30000 元，
用，
现特此声明作废。
元（大写：壹万伍仟元整）现声明作废。 日贰拾伍万元整（250000）声明作废
收据号0000006，金额3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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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款购买产权房，中介免！

15769396498 13679490508

挂失皋兰县西岔电灌工程水利管理 挂失宕昌县铁三娘酒吧营业执照副本，统一
局人事劳动管理科在银行预留印章 社会信用代码92621223MA722H6L9J
一枚，印章编码为6201220003720 挂失宕昌县马栏山饮品体验店营业执照正副本

诚信专业钻孔

全市超低价
13669365577

0931-4662740
0931-8150592

兰州同创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620100670846742W）遗失甘
肃银行永登支行预留个人名章（章名：闫航
斌），账号:61010121000003259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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