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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内容梗概 

陈华彬先生该书共包括十五章内容，从比较法的视角对建筑物区分进行了详

尽的分析。 

                图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貌 

                                                        
① 《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3 页。 

章别 章名 内容 特点 重点 

第一章 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的萌芽、形成与

发展。 

本章主要是从历史

的角度再现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制度的

发展脉络，让读者

对该制度的由来、

历史和现状有基本

的了解。 

列宁说“最可

靠、最必要、最重

要的就是不能忘记

基本的历史联系，

考察每个问题都要

看某种现象在历史

上怎样产生，在历

史上经历了哪些主

要阶段，并根据它

的这种发展去考虑

这一事物现在是怎

样的。①所以，了解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的历史是非常必要

的。 

 

第二章 各国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基本立法

状况分析 

本章及第三章主要

论述了欧陆及英美

各国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立法的沿革和

现状. 

本章从比较法的视

角对不同国家建筑

物区分所有制度进

行分析，探究世界

各国该制度的多样

性并且分析其原

因，并在此基础上

对中国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立法对国外

经验应如何扬弃做

出分析。 

 

第三章 同上 同上 同上  

第四章 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概述 

本章主要分析了各

国法上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的名称，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的

概念，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的客体，建

筑物区分所有权的

性质、特征、与种

类四个问题。 

作者观点多颇

为新颖，尤其是在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的客体中引入空间

权的概念，值得研

究。这一点我会在

接下来的正文部分

进行分析，敬请期

待。 

 

 

第五章 专有所有权研究 本章主要阐释

了专有所有权的性

质，专有所有权的

本章实践性很

强，在实际生活中

有关于专有部分的

 



客体，专有所有权

的内容，专有所有

权人的法律责任，

专有所有权的变动

五个问题。 

 

种种纠纷，在司法

审判中有大量案例

可资考察。本章是

此读书报告的重

点。 

 

第六章 共有所有权研究 本章主要阐释了共

有所有权的特征，

共有所有权的客

体，共有所有权的

内容，共有所有权

人的法律责任四个

问题。 

在日常生活和

司法审判中，共有

部分较之专有部分

来说有更复杂的纠

纷，需要研究的问

题也更多。本章也

是此读书报告的重

点。 

 

 

第七章 若干重要问题研

究 

本章主要研究了在

法学理论和实践方

面都有诸多争议的

停车场和区分所有

建筑物的增建问

题。 

本章从日本、法国

等国家的理论和判

例入手结合中国当

今立法和实践现

状，探索可供中国

借鉴之处。 

 



                                                        
② 引自本书序言部分。  

第八章 区分所有建筑物

的重建 

本章集中讨论了重

建的要件，业主间

权益的调整，重建

与第三人权益关系

的调整，重建合意

与重建主体，小区

内区分所有建筑物

的重建，区分所有

建筑物一部灭失的

修复与重建，区分

所有建筑物遭受灾

害全部灭失时的再

建与重建，法国与

瑞士区分所有建筑

物的重建与修复。 

区分所有建筑物的

重建是当今世界各

国法律界和法学界

热烈讨论的重大问

题。②尤其在当下中

国，豆腐渣工程泛

滥，因此对区分所

有建筑物的重建是

一个不能回避的问

题。 

 

第九章 成员权 本章主要分析了成

员权的特征，成员

权的内容，成员权

的变动三个问题。 

本章在实践中也有

很多案例，为本读

书报告的研究重

点， 

 

第十章 区分所有建筑物

的管理 

本章主要分析了管

理方式、管理内容、

管理规约、管理团

体四个问题。 

  

第十一章 区分所有建筑物

的管理 

本章主要分析了管

理团体的机关。 

  

第十二章 区分所有建筑物

管理文化与社会

性的问题 

本章主要分析了爱

畜的饲养问题，区

分所有权人不在的

本章通过研究新加

坡、日本、夏威夷、

我国台湾地区关于

 



（注：表一中符号表示该章内容在此读书报告中所占的分量，重要性按照五角星，

                                                        
③ 引自本书序言部分。 

问题，管理费分担

金的滞纳的与延

迟。 

建筑物管理的文化

问题，探讨中国在

实践中应当如何处

理好法律与文化与

社会的关系。 

第十三章 对业主的团体的

拘束的根据与界

限。 

本章主要阐述了对

业主的团体的拘束

的多样化与根据论

的变迁，以及德国

住宅法中的讨论。 

本问题为当今国际

民法学界在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理论与

实务方面的研究的

最新动向。对我国

物权法中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规定的内

容的解释论有重要

的意义。③
 

 

第十四章 对业主的团体的

拘束的根据与界

限。 

本章主要阐述各种

具体的场合中对业

主的团体的拘束的

根据与限制。 

同上  

第十五章 关于制定我国的

单行的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法 

本章主要分析了制

定我国的建筑物区

分所有拳法的必要

性，并且对主要条

文进行了试拟。 

本章认为，我国应

该尽快制定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单行立

法，以便更好地规

范日益增多的建筑

物区分所有纠纷。

在读书报告中，我

会探讨这一建议的

可行性。 

 



四角星，三角形的顺序递减。） 

六、本书的写作特色 

经过对陈先生此书的研读，总结出该书具有以下特色： 

1.本书从比较法的视角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进行分析。 

充分介绍国外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方面的立法及学理状况，是本书的一

大特色。虽然每个国家有其独特的法律传统和经济政治状况，但是对其法律制度

的研究和扬弃对中国法治进步不无裨益。 

本书在各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基本立法状况一章中，介绍了法国、日本、意

大利、奥地利、德国、瑞士、中南美洲各国、美国、英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

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立法现状，并且对各个国家的状况进行比较，

分析其异同以及造成此种差异的原因，以资中国借鉴。 

此外，本书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概念、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增建、区分所有

建筑物管理的文化和社会性上的问题等诸多章节都用到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通过

比较法的视角。考察世界各地关于此制度的相关规定，让读者对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制度能有更深刻的理解。 

2.本书素材新颖，内容多另辟蹊径，很多问题为国际民法学界在建筑物区分

所有制度方面的最新研究内容。 

例如本书第八章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问题，国内民法学界比较少涉猎，但

是却是当今世界各国法学界和法律界热烈讨论的重大问题。④另外，本书第十三

章、第十四章对业主的团体的拘束的根据与界限，也是日本民法学界在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理论与实务方面的研究的最新动向，对我国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规定内

容的解释论有重要的完善和补充方面的意义。 

七、本读书报告的研究方法 

正如此读书报告题目所示，此读书报告主要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对本书所

涉及的重点问题进行研究。 

1.本读书报告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式。 

法律的生命从来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⑤
 而法律的血液则在司法实践的

案例中鲜活流淌。所以，本读书报告拟从陈先生《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书的精

                                                        
④ 引自本书序言部分。 
⑤ 美，霍姆斯，《普通法》，1883。 



辟观点出发，通过对有关案例的分析研究，使本书的相关理论在司法实践中获得

生命得到验证。而且，通过对我国司法实践中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为案由的

案件的模式化分析，可以对当前我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诉讼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

解，有利于我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法律知识。 

2.本读书报告拟以点带面对本书进行分析评价，管窥蠡测本书之风貌，而不

试图面面俱到。 

对本书内容进行撒网式捕捞和分析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鉴于时间和篇

幅所限，仅对本书重点和创新点部分进行细致研究，其余部分一带而过。当然，

这并不代表该部分在本书中无足轻重，只是一种必要的取舍。 

3.本读书报告原则上按照本书章节顺序研究，必要的情况下将相关内容合并

分析。 

例如，将第七章《若干重要问题研究》并入第六章《共有所有权研究》，将

其合并分析。 

        

                            正文     

 

我国的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于 2007 年《物权法》颁布之后已经基本确立，

最高人民法院 2009 年《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和物业管理条例的司法解释》又

解决了自《物权法》颁布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但是诚如本书作者

所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系一项重要的实践性很强的法律制度，它必会随着立法、

理论及实务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完善、进步。⑥所以，本读书报告拟从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的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陈先生此书进行分析，以温习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制度的历史，见证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现状，推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发展。 

 

         第一部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理论问题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历史、哲学、社会学研究。 

本书第一章主要讲述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第二章第三

章则主要讲述了各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基本立法状况，貌似均属于知识性的传

                                                        
⑥ 引自本书序言部分。 



授，但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发展脉络以及各国立法状况，我们可以对以下问题

进行深入的史学、哲学和社会学思考。   

（一）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发展脉络。 

本书第一章介绍了建筑区区分所有权的萌芽和形成发展，其基本过程可以用

以下组织流程图表示： 

 

              图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发展历史 

 

 

 

 

 

 

 

 

从以上流程图可以看出，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

程。而在这过程中，战争和工业革命的作用不容忽视，并且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

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和反复的过程。 

（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生而发展的种种力量。 

     曾经豆蔻年华青春飞扬的我们，也许都撇着嘴角说过一句话：没有无缘无

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的，一切皆有因果。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也

说：先有因后有果，有果必有因，互为因果。 

     具体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也不是自盘古开天以将就存在。在从无到

有的过程中，必然出现了一些促使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产生并且发展的诱因或者火

种。 

     1.战火催生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永远都是为政治服务的，经济是战争的基础，而战

争，是政治的延续和发展”。然而，辩证的看待整个人类发展历史，战争在服务

并且传承政治以外，客观上在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以及促进科技进步方面也

 

现在 

发展第一阶段：1918-1947 年。 

发展第二阶段：1947-1945 年。 

最终形成：工业革命。 

萌芽：奴隶社会。 

初步形成：中世纪。 

起源：古人类

住宅。 



发挥了一定作用。 

    对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来说，正是 1914-1918 年及 1937-1945 年的两次

世界大战，造成了 1918 年--1947 年世界性住宅危机。而正是住宅危机使人们改

变传统“一户一屋”的生活方式，高层建筑开始盛行，进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

度萌生并且迅猛发展。 

以二战以后的日本为例，日本本土住宅受战争期间大轰炸的影响破损严重，

重建后的中高层建筑增加，由此产生的法律问题已不是民法第 208 条所能解决，

所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立法应运而生。 

可见，战争源于政治，而战争的结果导致新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生，进而对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产生影响。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体现。 

2.世界各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确立普遍经历了一个由歧视到接受的

过程。 

萌芽于公元前 2000年的古巴比伦和公元前 1800年的罗的马早期的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却未能在罗马法上获得顺理成章确认。因为，“地上物属于土地所有人”

的原则根深蒂固。在稍后的日耳曼法上，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开始复现。到十二世

纪初期，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于日耳曼法中被无限制地获得认可⑦。 

法国、奥地利、德国、瑞士对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都经历了一个由抗拒到逐

步接受的过程。 

3.建筑物区分所有制度在具体国家的建立可能与发生于该国的特定事件以

及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 

例如，1720 年法国兰纳地方发生的大火，促进了法国区分所有建筑物的急

速发展，从而确定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发展。 

日本 1923 年发生的关东地区发生的大地震，是推动日本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制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大动力。 

（三）世界各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差异 

通过对世界各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研究，可以得出各国关于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制度的区别在于： 

                                                        
⑦ 引自本书第一章，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萌芽、形成与发展 



1.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名称不同。 

    德国和奥地利称其为“住宅所有权”; 在法国， 1983 年法律和现行法律分

别将其称之为“区分各阶层不动产之共有”和“住宅分层所有权”; 英国、美国

和意大利均称之为“公寓所有权”; 此外，瑞士称为“楼层所有权”; 澳大利亚

称为“单元住宅所有权”; 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称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我

国民法理论界一致采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称谓。“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

名称虽然表面上各异，可谓是各不相同，不一而足。但它们在实质内容和本质构

成上都是相同的，都是对建筑物的某一特定部分所享有的不动产所有权形态的抽

象概括。⑧
 

2.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立法状况不同。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有一部分国家采用成文法的形式，有一部分采用判例法

的形式。在采用成文法形式的国家，有的采用单行法的方式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进行规定，有的在民法中以某些具体条款的形式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进行规定。                      

单行成文法如：日本《有关建筑物区分所有等之法律》，德国《住宅所有权与长

期居住权法》，奥地利《有关住宅和店铺所有权之联邦法》等。英国的建筑物区

分所有权立法采用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方式。 

我一直认为，认识一件事物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它的过去，同时研究它在不

同的国家、地区、场合的不同的表现形式。只有这样，才能对该事物有全面的了

解，同时这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通过对本书第一二三章的阅读，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分

析，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区的状况进行了研究，对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有了具体的了解，这是接下来研究的起点。 

而通常，一本书关于一种制度的历史研究部分是最容易被忽视的部分，陈老

师这本书在历史与现状部分写的非常具体，特别是列举了国外主要国家的建筑物

区分所有权制度，让我受益匪浅，并且是今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研究方面的重要

资料。 

 

            第二部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例研究  

                                                        
⑧ 梁兴来: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形态下小区车位、车库的权属。盐城工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第 24 卷第

4 期。 



 

“理论是灰色的，而实践之树长青。”正如前文所述，法律的生命在于运用，

在实践中焕发生机。陈先生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书中，关于建筑物的专有

部分，共有部分，成员权以及车库车位等具体问题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本部分拟

通过案例分析研究的方法，对陈先生书中相关内容进行进一步研究，以求对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制度在实践中的状况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实践中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案件概况 

专有所有权系作为制度的区分所有权的两个基本灵魂之一：单独性灵魂。⑨共

有权系作为制度的区分所有权的另外一个灵魂：共同性灵魂。⑩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人的成员权，指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基于在一栋建筑物的构造、权利归属及使

用上的不可分离的共同关系而产生的作为建筑物的一个团体组织的成员所享有

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11
 

（一）在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案由的案件中，共有权纠纷占很大比例。 

在以上三类权利中, 专有权的范围和基于专有权产生的管理权的范围一般

是比较清晰的, 但共有权,物权法仅做了原则性规定, 没有对共有权进行进一步

的划分, 不利于因共有权产生的纠纷的解决，因此在实践中关于共有权的案件比

例明显高于专有权案件比例。12
 

1.北大法宝案例检索结果。 

为了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在实践中的状况进行基本了解，我对北大法宝

司法案例库的检索。通过这种不完全的归纳的方式，共检索到关于建筑物区分所

有权的案例 48 件，其中业主专有权纠纷 4 件，业主共有权纠纷 41 件，车库车位

纠纷 3 件，如下图三所示。 

虽然这种方式不能穷尽司法实践中所有的相关案件，因而下图所示比例可能

不是很精确，但是可以管窥蠡测实践中相关案件的分布情况，为我们的研究提供

基本依据。 

         

                                                        
⑨ 引自本书第 87 页。 
⑩ 引自本书第 112 页。 
11 引自本书第 182 页。 
12 郭静，业主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共有权法律性质分析。科学 经济 社会，第 28卷。 



               图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件分布状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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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6--2008 年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件调研报告。 

如下图四所示： 

 

            图四：北京市一中院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二审状况14
 

 

年份 

项目 

涉及该类案件

数 

涉及专有权案

件数 

涉及计共有权

案件数 

涉及成员权案

件数 

2006 年度 112 22（19.6%） 67(59.8%) 13(11.6%) 

2007 年度 108 25（23.1%） 71(65.8%) 12(10.1%) 

2008 年度 61 15（24.6%） 40(65.6%) 6(9.8%) 

 

如上图四所示，北京市 2006 年--2008 年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二审案件中，涉

                                                        
13

 数据来源，北大法宝，司法案例。 http://vip.chinalawinfo.com/ 。 
14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类案件的调习待及告，人民司法应用，2009 年 1 月。 

http://www.chinalawinfo.com/
http://www.chinalawinfo.com/
http://www.chinalawinfo.com/


及共有权的案件数均占该年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案由的案件的二分之一强，其

中 2007 年和 2008 年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五以上。可见，共有权纠纷在司法实践中

属于多发案件，是民法学界需要着力研究的领域，也是本读书报告的重点。 

（二）在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案由的案件中，物业管理纠纷和侵权纠纷占

比较大比例，另外财产权属纠纷和相邻关系纠纷也是较为多发案件。 

     1.北大法宝案例检索结果15。 

通过对北大法宝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为案由的 48 件案子进行分析，发现其

中以物业管理纠纷为具体案由的案件数量最多为 23 件，侵权类纠纷紧随其后为

17 件，财产权属纠纷和相邻关系纠纷所占比例较小。具体情况，如下图五所示。 

 

             图五：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由分布情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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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对于财产权属问题当事人一般事先会通过合同等

约定，出现纠纷的情况比较少，而相邻关系的纠纷一旦出现很有可能就会对相对

人的权利产生侵犯，而转化为侵权类纠纷。而物业管理纠纷和侵权类纠纷是建筑

物区分所有权的案件多发区，也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立法亟于规范的领域。 

3.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2006--2008 年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件调研报

告。 

                                                        
15 数据来源，北大法宝。具体内容见本读书报告附录部分。 
16 数据来源，北大法宝。http://vip.chinalawinfo.com/case/。 



如下图六所示： 

        图六：北京市一中院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二审状况17
 

 

年份 

项目 

物业管理纠

纷 

侵权类纠纷  财产权属纠

纷 

相邻关系纠

纷 

其他案由 

2006 年度 80 15 8 4 5 

2007 年度 67 23 7 6 5 

2008 年度 48 6 1 4 2 

 

上图也表明，在北京市一中院审理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件中，物业管理纠

纷和侵权纠纷也占很大比例，是本读书报告的研究重点。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多发且主要

集中在共有权纠纷/物业管理和侵权纠纷中，这三个部分是民法学界研究的重点

也是司法实践侧重解决的问题。本文以下部分，也侧重分析这几个部分，以便以

点带面，重点突出的了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 

 

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例研究——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书重点问

题为线索。 

陈先生《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书关于业主的界定，专有部分及共有部分的

界定和权利行使界限，车库车位性质以及成员权等内容有许多论断，本文以下内

容拟以陈先生论断为切入点，以案例研究为主体内容和研究方法，对建筑物区分

所有权的司法实践状况进行分析。 

（一）业主的界定 

1.书中观点 

                                                        
17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类案件的调研报告，人民司法应用，200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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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规定，依法登记取得或者根据物权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取得建

筑物专有部分所有权的人，应当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业主。基于与建设单

位之间的商品房买卖民事法律行为，已经合法占有建筑物专有部分，但尚未依法

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可以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业主。 

陈先生认为，上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对业主身份界定略显不足，未

对物业管理实践中一些常见的有争议的业主进行必要的列举和强调。18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 

第一，现今实务中所谓的“物业使用人”，依现行法规，其非为业主，从而

不能与业主享有同等的权利，也不能与业主承担相同的义务。19
 

第二，实务中一个物业常常会出现夫妻、父母子女或者兄弟姐妹共同出资、

共同使用，但是在办理产权登记时，又仅以一人名义申请登记的情况。 

在夫妻共有一物业的情形下，除非有特别情形或者特别约定，于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该物业应属夫妻共有，因此夫或者妻均可成为业主，不应限制夫或妻一

方参与物业管理的权利。20
 

在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共有一处物业的情形下，如有合法有效的法律文件或

法律行为能够证明其对物业享有共有权利，即可认定其在物业管理中具有业主身

份，反之，如果仅仅共居一处或者公用一处物业，而未能提供有效法律文件或其

他证据证明其享有共有权利，则不应认定为业主。21
 

 

2.司法案例对接与分析 

 

司法实践中关于业主的界定问题也有很多，接下来列举几例并进行分析，阐

释陈先生书中观点，并进行进一步评析。 

 

案例一：某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林某物业管理费纠纷案22
 

 
                                                        
18 引自本书第四章《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第 73 页。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 
22 沃耘，李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例评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第一版，第 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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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林某于 2006 年 3 月购买丽都花园一套面积为 149.9 平方米的住房，并

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同年 4 月入住，但是一直未办理房屋产权过户登记

手续。2005 年 12 月丽都花园业主委员会同原告某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服务合同。

根据合同约定：业主委员会代表代表丽都花园全体业主将丽都花园委托给物业公

司进行物业服务管理，服务期限为三年，自 2005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08 年 12

月 1 日止；同时约定，业主每月 25 日前缴纳物业管理费用，每逾期一日应当缴

纳 0.5%的滞纳金。 

合同签订后，原告物业公司依据合同约定提供了物业管理服务，但是被告林

某拖欠了从 2006 年 4 月 1 日起到 2007 年 1 月 30 日物业管理费共计 1019.2 元，

经过原告多次追索，至今未果。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严重侵害了其合法权益，故

起诉至法院要求：被告付给拖欠的物业管理费 1019.2 元，诉讼费与由原告承担。

原告辩称：按照《物权法》和《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是指房屋的所有权人，

而自己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手续，现阶段还不能说是业主，有权不缴纳物业

费，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法院经审理认为：物业公司与丽都花园业主委员会签订的物业服务合同合法

有效，物业公司和小区全体业主均应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被告虽然没有依法登

记取得所有权，但其已经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并依法占有了住房，实际

上享受着物业服务公司的服务，故原告要求被告给付拖欠的物业管理费及诉讼费

的请求，本院应予以支持。 

本案的焦点在于，未依法登记的购房人是否属于业主。本案发生于 2006 年，

审理于 2008 年，其运用的法规为《物业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认为物业服务合

同合法有效，实际上享受着物业服务公司的服务，故应当支付物业费。 

实际上，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第一

条第二款通过法条规定的形式，解决了业主的界定问题。其规定：基于与建设单

位之间的商品房买卖民事法律行为，已经合法占有建筑物专有部分，但尚未依法

办理所有权登记的人，可以认定为物权法第六章所称的业主。2009 年司法解释

是本案的根本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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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刘某诉锦绣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要求行使选举权案23
 

 

原告刘某于 2006 年 5 月同锦绣花园三栋 502 室的业主崔某签订了房屋承租

合同，合同中约定刘某向崔某租赁房屋，租期为 15 年，每年的租金为 5 万元，

双方可在必要的时候按照物价的情况重新商定租金，并约定承租期间的物业服务

费用由刘某承担，除此之外崔某并未在合同中委托刘某形式其他相关的权利。

2007 年 12 月，锦绣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进行新一届领导班子的选举工作。在改

选前期，上一届业主委员会有关成员将改选的事项和程序通知了该住宅小区的所

有业主，也将通知发往了三栋 502 室，但注明成员资格是崔某。 

由于崔某长年在国外生活，且一时联系不上崔某，故原告刘某认为，其应该

作为业主参加业主委员会的选举。但是锦绣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以刘某不是房屋

所有权人，不具有业主资格为由，拒绝了刘某参加业主委员会选举的要求。 

双方就此时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业主崔某与承租人刘某签订

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但是该合同只是在合意的基础上达成了物业服务费

用的承担，崔某并未就业主的相关权利进行委托。根据我国《物权法》相关规定，

业主委员会由业主组成的业主大会选举产生，只有业主才能拥有选举权等成员

权。刘某作为房屋的承租人，并非房屋的业主，其不拥有成员权。 

本案的焦点问题在于，作为物业实际使用人的承租人可否行使业主的成员

权？法院根据《物权法》做出了承租人不能成为业主，不享有成员权的判决。这

一点与陈先生关于“物业使用人”的论断不谋而合。 

但是，在理论学界关于“物业使用人”的业主权利问题有不同的声音。有学

者认为，应当根据使用期限的不同，将承租人分为长期和短期承租人。对于长期

承租人而言，如无特别约定在拥有物业使用权的期间，应当同时拥有与物业使用

权相关的物业附属权利，比如参加业主大会的权利、投票权、监督权、选举权等。

即应当赋予长期承租人以一定的成员权。24
 

但是，当今的通说和司法实践均认为，承租人不是业主，不享有业主应当享

有的成员权。 

 

                                                        
23 沃耘，李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例评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第一版，第 100 页。 
24 沃耘，李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例评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第一版，第 103 页。 



案例三：薛某诉张某共有权确认纠纷案25
 

 

原告薛某与被告张某系母子关系。2000 年，原告原拥有的房屋上海市杨浦

区某号房屋拆迁，原告将获得的货币化安置款及房屋补偿款全部交给被告用于购

买上海市杨浦区 X 室房屋（以下简称系争房屋）。之后，原告搬入系争房屋居住

至今。2010 年 9 月，原告才得知被告将系争房屋登记在被告一人名下，后与被

告多次沟通，要求将原告登记为系争房屋的共同共有人，未果。故诉至法院，要

求确认原、被告共同共有系争房屋。 

本院认为，系争房屋登记在被告一人名下，原告认为被告购买系争房屋时动

用了原告的动迁款，但从现有证据看，被告与案外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没有反映

出被告的购房款动用了原告的安置补偿款，原告提供的证人证言也没有其他证据

相佐证，无法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故本院难以认定原告出资并与被告

共同购买了系争房屋。 

因此对原告要求与被告共同共有系争房屋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但被

告作为原告之子，有义务保证原告对系争房屋享有终身居住权，并尽到赡养的义

务，让原告安享晚年。 

在本案中，按照陈先生的思路，争议双方当事人如果仅仅共居一处或者公用

一处物业，而未能提供有效法律文件或其他证据证明其享有共有权利，则不应认

定为业主。及薛某不能享有该房屋的共有权，不能成为该房屋的业主。 

 

通过以上关于业主的界定的三个案例，对陈先生书中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概述的相关内容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而对于我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立法来说，现

行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关于业主的界定仍然是有些粗陋，对于现实生活中丰

富多姿的关于业主的界定的问题并没有全部囊括，司法实践中出现相关问题时仍

然无法可依。因此，应当出台更加详尽的司法解释，以列举的方式对司法实践中

层出不穷的业主问题进行规定。按照陈先生的观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司法解

释》对业主身份界定略嫌不足的是，其未对物业管理实践中一些常见的有争议的

业主主体进行必要的列举和强调。26
 

                                                        
25 数据来源，北大法宝案例库，http://vip.chinalawinfo.com/case/displaycontent.asp?Gid=117917583&Keyword= 
26 引自本书第四章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概述，第 73 页。 



 

（二）业主的专有权相关案例 

 

1. 书中观点 

在本书的第五章专有所有权研究部分，陈先生通过对日本法、美国法、德国

法、法国法、我国台湾地区法的比较研究，对我国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解释》

中关于专有部分的要件进行了分析。 

关于专有部分的范围，陈先生通过对：中心说、空间说、最后粉刷表层说、

壁心和最后粉刷表层说的分析，认为：壁心和最后粉刷表层说因能据以厘清区分

所有权人相互间以及区分所有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益，符合社会的现实情况和

未来发展的需要，因而可资赞同。27
 

陈先生在书中列举，区分所有权人作为专有所有权人享有所有权和相邻使用

权。区分所有人作为专有所有人承担的义务包括以下几点28： 

第一，不得违反全体区分所有权人的共同利益。 

违反全体区分所有人的利益的行为主要有：对建筑物的不当毁损行为和未按

专有部分的本来用途与使用目的使用专有部分两种情况。 

区分所有权人就自己的专有部分加以改建或者增建，而须拆除其内部梁柱或

墙壁的全部或者一部时，该梁柱或者墙壁即使属于其专有部分的范围，若因而有

危及整栋建筑物的安全之虞或者影响整栋建筑物的外观时，他区分所有权人得以

违反共同利益为由，加以禁止29。 

区分所有权人虽可自由使用自己的专有部分，但此使用需按专有部分的本来

用途与固有使用目的而为之，否则即构成不当使用行为。 

第二，维持区分所有建筑物存在的义务。 

第三，不得随意变更通过自己的专有部分的电线、水管、煤气管等。 

第四，应独自出资维修其专有部分。 

第五，维护住宅环境的卫生与安宁，以及住宅周边地区的善良风俗和习惯。 

 

                                                        
27 引自本书第五章，专有所有权研究，第 99 页。 
28 引自本书第五章，专有所有权研究，第 103 页。 
29 转引自【日】川岛武宜编辑：《注释民法（7）》，有斐阁 1978 年版，第 366 页。 



2.司法案例对接与研析 

 

专有权纠纷虽然不是司法实践中最多发的区分所有纠纷，但是实践中也有一

些经典案例，值得讨论。 

 

案例一：承重墙拆毁案30
 

 

被告马某于 1998 年 4 月 24 日前后十余天内，为做生意，将其购于劳动路 H

号房内的一钢筋混凝土现浇抗震墙的原门，由原先设计的 1.5 米宽，拆扩为 2.8

米宽，将房屋主体墙原门扩拆门沿为 2 米。被告的施工，使得其楼上十住户原告

感到整楼发生强烈震感，并称房顶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裂缝。 

原告对被告劝说，被告不听，并将卷闸门锁上，不准他人进来。原告遂诉至

法院要求被告将已拆建的墙恢复原状并且赔偿一切损失。 

被告辩称，被拆建的部分不是承重墙，且已经过有关部门批准。被告认为，

原告屋顶裂缝是在其改建前出现的，故其没有责任。 

河南省新乡红旗区法院委托市土木建筑学会对该楼被告营业房和十原告的

住房进行了现场勘查，认为被告马某的行为损害了整栋建筑物的安全判决其在安

全的情况下，通过原设计单位，进行复原。 

 

本案正是说明了对专有权的限制问题。基于公共利益, 特别是建筑物和整个

住宅小区的整体利益, 往往要对专有权的行使进行特别的限制。一是物权法第七

十一条规定的“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 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

权益”；二是物权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 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的, 除遵

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外, 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同意”；三是对住宅装

饰装修的限制性具体规定, 
31

 

本案中马某的行为，正是违反了物权法第七十一条的规定，属于对专有权的

滥用。 

 
                                                        
30 陈鑫，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年 4 月第一版。案件的审理法院法院为河南省新乡市

红旗区人民法院。 
3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类案件的调研报告，人民司法应用，2009 年 1 月。 



案例二：北京市某物业公司诉汪某某等 12 名住户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32
 

 

某开发商于 2000 年开始建设坐落于某区大成地里的经济适用房，于 2002

年 10 月取得北京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颁发的《房屋所有权证》。汪某某等 12

人于 2001 年 6 月至 7 月间分别与某开发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按揭的

方式购买房屋各一套。该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阳台为封闭阳台--白色塑钢窗。

竣工后，房屋的北阳台为白色塑钢封闭阳台，南阳台为护栏开敞式阳台。 

2002 年 5 月 9 日，某开发公司与北京市某物业公司签订《长安新城物业管

理委托合同》，委托原告对该小区进行管理。物业公司的管理细则中规定：为了

保持大成南里的整体外观，不得擅自封闭阳台或者平台，不得在阳台或者平台上

搭建任何构筑物，或者改变其颜色。 

汪某某等 12 名业主入住后认为南阳台不封闭存在不安全、不保暖、不节能

等弊端，要求封闭南阳台，在物业公司不同意的情况下，汪某某等 12 户于 2003

年 1 月将自家居室的南阳台用白色塑钢封闭，物业公司因此诉至人民法院。 

法院经审理认为，业主作为所购房屋的所有权人，对阳台具有专有所有权，

可自主使用。原告在合同中没有考虑收房时所签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关于阳台状

况约定不明的情况而强制不允许擅自封闭阳台的约定不合理，该内容无效。 

当事人经常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物业委托合同、小区公约等协议中, 对专有

权的行使加以限制.于此类约定, 可根据合同法来判断, 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的强制性规定, 就应认定有效, 业主行使专有权应当受约定限制。但应考虑利

益平衡, 如果业主行使专有权确有客观需要,且未对小区公共利益或他人造成重

大影响, 则不应仅以违反约定为由限制业主行使专有权。33比如在此封闭阳台的

案件中，业主有权在不危害建筑物安全和其他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对阳台进行事实

处分，其封闭阳台是行使专有权的体现，收到法律保护。34
� 

业主的专有部分所有权是民法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专有部分的界定和保障不

仅关系到业主的权利，关系到相邻关系的和谐更关系到我国物权法能否很好地被

                                                        
32 沃耘，李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例评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第一版，第 16 页。 
33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类案件的调研报告，人民司法应用，2009 年 1 月。 
34 沃耘，李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例评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第一版，第 16 页。 

 



实施和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完善和进步。35
 

 

(三）业主的共有权案例研究。 

     

如前所述，业主的共有权纠纷是司法实践中的案件多发领域，因此有必要对

陈先生书中的观点进行进一步总结并且联系司法实践中典型案例进行进一步分

析，以期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共有权有更深刻的了解。 

1.书中观点 

陈先生认为，共有部分的含义可以界定为：由区分所有权人全体或者一部予

以共同所有的，不属于专有部分的法定共用部分与管理规约共用部分。依据此定

义，共有部分包括法定共有部分和约定共有部分两类。36
 

关于共有的法律性质有总有说、共同共有、按份共有等学说，陈先生认为：

对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共用部分的性质，不应一概而论，而应分别依区分所有建筑

物的不同类型而定，即区分所欲建筑物共用部分的性质因区分所有建筑物的不同

形态而有所不同，或属共同共有或属按份共有。 

陈先生对车库、车位、物业服务用房、外墙面、屋顶平台、会所、锅炉房、

供电、供水、供热、供气、有线电视设施等特殊的共有部分进行分析，我会在接

下来的案例分析中提及。 

 

2.司法案例对接与研析 

 

关于共有权纠纷的案件为数众多，仅挑选经典几例进行研究，主要是涉及共

有相邻关系的处理，以及屋顶平台、外墙面等特殊的共有部分的处理。 

 

案例一：株洲首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37
 

 

                                                        
35 张海龙，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专有权研究。贵州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10 年 1 月。 
36 引自本书第六章共有所有权研究，第 119 页。 
37 数据来源，北大法宝案例库，
http://www.pkulaw.cn/fulltext_form.aspx?Db=pal&Gid=1258401721&keyword=%e5%bb%ba%e7%ad%91%e7%

89%a9%e5%8c%ba%e5%88%86%e6%89%80%e6%9c%89%e6%9d%83&EncodingName=&Search_Mode=accu

rate 



2006 年 6 月，林某购买了某房产公司开发的某商品房 21 层 15 号、13 号两

套房屋，并与房产公司协商了，并申请房产公司在 15 号和 13 号房的通道入口处

修砌了一道铁门，按修改两套房屋的户型图纸施工。2006 年 10 月，马某和王某

向某房产公司购买了该栋商品房 21 层的 16 号房，该房与 15 号、13 号房相邻。

马某和王某认为 15 号和 13 号房的通道属于公用通道，林某在此修砌铁门侵犯了

业主的权利，要求林某拆除铁门，恢复原状。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业主对建筑物内的住宅、经营性用

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

利。林某购买的 15 号、13 号两套房屋的户型修改图已经经过规划部门同意，诉

争的通道也已经被房屋产权部门登记为林某的房屋产权，因此，该通道已经不是

业主共有部分，而是属于林某的专有产权。马某和王某要求林某拆除铁门，恢复

原状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至于房产公司变更设计图是否对业主马某和王某构成

侵权，马某和王某可另行向法院提起诉讼。 

  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了马某和王某的诉讼请求。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实施以来首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 

本案主要涉及区分所有建筑物共有部分的界定问题，对于属于业主的专有产

权，其他业主不能要求享有共有权。 

 

案例二：车位、天台花园赠送案38
 

 

1998 年 4 月 18 日，原告吴某与被告广州大江公司签订《名门大厦》认购书，

约定由吴某认购名门大厦豪门阁复式公寓一套；买卖双方同意在未签订正式预售

合同前，此认购书作为法律之有效合约，预售合同签订时，此认购书失效；此认

购书约定送车位一个和天台花园一个。但是，后来双方签订的合同中，并无对此

优惠条件的约定。后来双方因车位和天台花园的赠与发生纠纷，吴某诉至法院。 

法院的审理意见认为，根据 2007 年《物权法》的规定，建筑区划内，规划

用于停车的车库车位的归属，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等方式约定。所

以，大江公司对车库的处分为有权处分，大江公司有义务按照约定向吴某赠与一

                                                        
38 陈鑫，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年 4 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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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车位。但是对于屋顶的天台花园，在理论和立法上，通常认为属于全体区分所

有人所共有的部分。所以，大江公司将天台花园赠送给吴某属于无权处分。在取

得全体区分所有人同意之前，吴某无法取得天台花园的所有权。 

本案在同一案件中设计了车位和屋顶平台两项客体，应根据物权法及相关司

法解释区别对待。陈先生认为，判断车库、车位的归属，应根据具体情况予以不

同的处理：首先，如果车库车位在规划设计中占用的是业主共有部分区域，则可

直接依据《物权法》第 74 条第 3 款的规定，认定属于业主共有。其次，如果车

库车位并未占用业主共有部分区域，则可以根据业主与开发商在购房时的约定来

处理。再次，使用人防工程的车库车位应由立法明文地下防空设施属于投资者所

有较为恰当。39
 

 

案例三：小区全体业主诉某物业管理公司返还电梯广告收益案40
 

 

某小区业主王某发现，其所在小区从 2006 年 2 月开始每台电梯的三面内墙

都装上了镜框广告。广告涉及装修、健身等内容，且有专人定期更换，但物业服

务企业从没有向小区业主告知有关承揽广告的相关事宜也没有像小区业主公开

过广告所得收益，王某遂将此时向业主委员会反映，业主委员会认为电梯属于小

区共有部分，利用共有部分所得的收益应由小区全体业主所有，故要求改物业企

业返回广告费用，被物业公司拒绝。双方遂诉至法院。物业公司辩称：电梯虽然

属于业主的共有部分，但在电梯内设立的广告是通过自己的能力招揽的，所得收

益属于自己的劳动所得。 

法院审理认为：电梯作为业主的共用设施，业主对其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

权利，物业公司利用小区共有部分设置广告的收益应归全体业主所有。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一种重要的有别于其他物权所有权类型，它突破了传统

民法上实行的一物一权主义，尤其是以上的区分所有权人之共有权法律制度，法

律关系复杂。41陈先生书中对共有部分的论断也非常独到，细细品味，回味悠长。

不过由于时间和篇幅限制，只能分析到这里。 

                                                        
39 引自本书第六章共有所有权研究，第 129 页。 
40 沃耘，李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例评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9 年 10 月第一版，第 42 页 
41 宋达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人之共有权问题探析，韶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 年一月第 30 卷第 1

期。 



 

                    结语 

陈华斌先生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书，从比较法的视角探究了世界上主

要国家和地区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虽然从名称上来看各国对其称谓不同，

但是实质都是一致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打破了罗马法上“一物一权”的原

则，适应世界人口增多和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应运而生并且蓬勃发展。是解决人

类生存问题的一个经济效率的选择。 

但是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又伴随着另外问题的产生。区分所有建筑物产生的

业主之间，业主与物业管理者之间，业主侵权等案件频发，导致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纠纷成为民事司法领域的“重灾区”同时也推动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发

展和完善。 

陈华彬先生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书是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研究领域的经

典之作，是研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重要资料，作为一名研究生我通过阅读

陈先生的这本著作获益良多，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不过通读之后，也有些许遗憾，比如说： 

1.陈先生从比较法的视角对法国、日本、德国、台湾等地的建筑物区分所有

权制度进行了描述，是研究国外法的非常重要的资料。但是，如果有更多的国外

判例研究或者国外理论纷争的分析会更加有可读性。 

2.本书最后一章是对我国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未来立法的发条试拟。诚

然，我国建筑物区分立法不够完备，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但是，通过发布

司法解释的方式逐步理清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各个方面才是现今比较可行的方

式。考虑到我国目前的立法司法大环境，短期之内制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单行

立法实为不可能。当然，这并不否认本书最后一章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研究方面

的价值和未来制定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单行立法的可能性。 

    总之，陈华彬先生《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书，读毕收获颇丰，故奉上上文，

以飨其他读者。 

 

 

 



  附注一：        北大法宝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案件一览表42
 

 

案由 

 

内容 

专有权纠纷 某置业公司与某业主委员会业主专有权纠纷上诉案 

朱某 1 等诉叶某等业主专有权纠纷案 

谢某与沈某业主专有权纠纷上诉案 

任祎与范存林业主专有权纠纷上诉案 

 

 

 

 

共有权纠纷 

季某诉某会业主知情权纠纷案 

陈伯勇与戴卓龙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蔡甲因共有权确认纠纷案 

薛某诉张某共有权确认纠纷案 

齐齐哈尔市运建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耿魁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沈某某诉吴某某、沈某某共有权确认纠纷案 

谭新静诉长沙市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英壹婷诉长沙市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姜升健诉长沙市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于芳诉长沙市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彭长缨诉长沙市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陈亚玲诉长沙市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刘怀忠诉长沙市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伍英杰诉长沙市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何维钢诉长沙市建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戴某某诉陈某某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白斐龙诉张红跃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黄某某因共有纠纷一案 

张志与周海莲业主共用权纠纷上诉案 

聂磊等与李钊等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42 数据来源，北大法宝，http://vip.chinalawinfo.com/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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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某某等诉某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业主知情权纠纷案 

宏源证劵股份有限公司与新疆大西部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等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浦某某、张某某、浦某某因排除妨碍、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闵行区业主委员会与上海某房地产公司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河南洛浦御博置业有限公司与洛阳市西工区御博城业主委员会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

案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闵行区小区业委会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上海市黄浦区锦绣家园业主委员会与陈某某等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陈炯诉吴俊燃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王某 1 与殷某某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冯斌等与钱萍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李钟慧等与贾建康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南阳市梅溪小区业主委员会与南阳三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蒋志恒等诉刘玉臣等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黄琦华与袁龙英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袁宗伟与袁龙英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姚丽平与周洪海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上海海宏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与上海市徐汇区光华苑北区业主委员会房屋使用权纠

纷再审案 

刘荣泽与冯海等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邓贤贵诉杨秀芳侵害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赖立松与刘立功等相邻及业主共有权纠纷上诉案 

朗琴园小区业委会与润博公司业主共有权纠纷案 

夏浩鹏等人诉上海市闸北区精文城市家园小区业主委员会业主知情权纠纷案 

车库车位纠纷 仙桃市宏运名居小区业主委员会与湖北宏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车位、车库纠纷上

诉案 

洪剑峭诉周平车位、车库纠纷案 

易鑫花园小区业主委员会诉襄铁中心、易鑫公司房屋买卖合同案 

附注二：本读书报告所涉图表除图四、图六外均为本人绘制，且在尾注中标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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