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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平米民宅竟隔出14个小单间
名辉豪庭物业：中介未经业主同意擅自改造，已承诺尽快拆除

《寒风中，这位“袋鼠妈妈”背
着2岁宝宝送外卖！如果送餐迟
了，请不要责怪她，因为……》(12
月5日生活日报微信公众号)

网友@余味轩干果：果断捐
款，让爱温暖整个冬天。

网友@风吹麦浪：天下所有
的母亲都是伟大的，我愿意为这
个宝宝献出一点心意。

网友@尧山墨客：真佩服这
位妈妈，祝愿她女儿早日康复。

《过马路摔伤被小伙扶起
济南老太全城寻找好心人》(12月
5日生活日报网易号)

网友@ta乘时光抵达：应尽
力找到小伙子大力宣传。

网友@l ingrun：小伙子好样
的，绝对的正能量。

《健身房欠房租 消费者跟
着遭殃》(12月
5日生活日报
11版)

网友@月
野月兔：这就
是不去健身房
的原因。记者
程凌润 整理

上济南头条
有话接着聊

没有笔试成绩单
退费被扣2000元
华图教育：协议上已说明

□见习记者 付雪麟

生活日报12月5日讯 市民
小房大学毕业后准备报考国家公务
员。2017年7月10日，小房到大学路附
近的华图教育培训机构报名学习，
一共花费27800元。此后小房两次考
试失利，根据双方签订的协议可以
退10000元。但是由于小房没能提供
两次笔试的成绩单，培训机构以退
费材料不完整为由要扣除2000元。

小房向记者介绍，“去年12月
参加铁路公安的考试，当时成绩
虽然不是很理想，但也没有退费
的念头，还想再试一次，所以没有
把网页上的成绩单截图保存。今
年4月份我又参加了大学生村官
的考试，笔试还是没有通过。”

小房告诉记者，现在查询考试
成绩的入口已经关闭，无法截图。

“我承认自己有疏忽，但是，他
们没有告知什么时候去截图保存，
也没有说明官方系统什么时候关闭
成绩查询，他们也有责任。”小房说。

“查成绩和截图并打印，都是
学员自己完成的，我们并不参与。”

华图教育的吴萍说，培训机构的学
员人数较多，不可能挨个打电话通
知成绩单何时打印出来。

此后记者又联系到华图教育
山东总部的工作人员，“在协议上
有明确的说明，因乙方原因导致
提交退费材料不全的，扣除乙方
2000元的费用。”该工作人员说，
如果没有笔试成绩单，那就无法
证明该学员参加过考试。

逃犯到派出所求助 结果被抓个正着
□记者 李培乐

生活日报12月5日讯 21岁
的任某供职于一家摄影公司，工
作是帮客户拍活动视频。11月21
日，他到趵突泉派出所报案，说自
己被盗刷了119万。警方多方调
查，直接把任某给抓了！这是咋回
事，受害人为何变成了嫌疑人？

报案 男子称被盗刷119万

2018年11月21日11时许，
一名年轻男子急匆匆来到趵突
泉派出所报案称：其银行卡被
盗刷119万元。趵突泉派出所民
警立即对其反映的情况展开调
查。

报案男子姓任，今年21岁，
山东菏泽人，供职于济南一家
传媒公司。经过初步调查，警方
发现这119万先是从任某的多
张银行卡上转到了他名下的一

张卡上，然后，通过这张卡再转
到了另外的几张卡上，而且这
几张卡多半是博彩公司和借贷
公司持有。

警方发现，任某对于很多
细节回答含糊其辞，而且，他的
手机不时收到催款短信，其中
包括博彩公司和借贷公司的催

债信息。

调查 他当天刚被网上追逃

趵突泉派出所副所长穆士
骞介绍，“任某经常在网上参与
各类赌博网站的赌局，后来越
玩越大，欠下了不少赌债。”

由于事情复杂，警方为了谨
慎起见，对任某的报案信息进行
反复验证，结果发现，21日下午3
点，任某刚刚因敲诈勒索被威海
市公安局列为网上追逃嫌犯。

当天下午3点多，距离任某
到派出所报案不到4小时，距离
其被网上追逃仅几分钟，民警
就将其控制住并开展审查。

抓获 绑架客户敲诈50万

经民警进一步审查，11月
15日下午2时许，任某到威海文
登为一户人家进行拍摄，发现
客户家中很有钱。

任某顿生邪念，就伙同他
人绑架了服务对象，并且借机
恐吓、敲诈受害人家属50万元。

现任某已被刑事拘留，其
反映的个人银行卡被盗刷情况
民警已进行了止付，此案件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连盲人都忍心骗！说好交1 . 6万元合同变8万

□见习记者 杜亚慧

生活日报12月5日讯 市民
王女士家住历城区名辉豪庭小
区，近日她向记者反映，自己邻
居的住宅被改造成了十几个大
大小小的隔间准备出租。若大批
房客涌入，周边居民的安全难以
得到保障。

“他家最近一直在装修，那
天门开着我就好奇地过去看了
看，结果发现里面改造得面目全
非，本来的三室两厅给改成了大
大小小的隔间。”提到一周前的
发现，王女士现在还觉得匪夷所
思，“我们这都是民用住宅，改成
这样是想要对外出租还是想开
个旅馆？”

据王女士说，邻居家的室内
已经大变样。主卧被隔成了三小
间，次卧隔成了两间，餐厅客厅
也都被各自隔开，总共有12到14
个小隔间，原本开阔的走廊也成
了一条狭窄的过道。

王女士所在的楼每户面积
大约为120平米，除去公摊面积，

实际使用面积在90平米左右。这
样一算，每一个隔间也就五六平
米，如果每个隔间住进去一两个
人，那一下子能容纳20多个人！
王女士越算越心惊，20多个陌生
人，身份信息都不清楚，每天在
家门口进进出出，这安全还能有
保障吗？想到这里，王女士彻底

坐不住了。
“我看房间隔断已经做好

了，现在应该是在拉电线。如果
每个隔间都拉上电线，这个用电
安全问题也很让人担心。”王女
士说，“退一万步讲，这么多人住
在一起，每天吵吵闹闹的，对我
们的生活也很有影响，更何况这

样本来就是不合规定的。”
5日下午，记者来到名辉豪

庭小区，被改造成群租房的房子
大门紧闭，从门洞上望去，内部
地面上摆着各种装修材料，走廊
狭窄。记者敲门无人回应。

随后记者联系到负责这栋
楼的小区物业楼管，楼管表示已
经联系到相关业主，业主表示会
尽快拆除隔间。可是好好的房
子，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呢？原
来，是中介未经业主同意擅自做
了这么“大胆”的改造。

据楼管透露，业主并不在此
居住，而是将房子挂到了一家中
介出租。中介带着施工队过来，
将房子改成了大大小小的隔间。
而业主此前只知道中介会将房
子出租给六七个人，没想到竟然
改成了现在这样。

“确实是隔了14个小单间，
我们昨天联系到业主和中介，他
们态度上都很配合，表示会尽快
把这些隔间拆除。”楼管表示，

“我们物业这边也会一直跟进拆
除情况，督促他们尽快拆掉。”

□见习记者 吴双

生活日报12月5日讯 市民
徐先生患有先天性眼疾，双眼近
乎失明。他开了一家小儿推拿店
以按摩为生。前几天徐先生接到
了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向他推荐
了一个宣传平台，据称能让客户
多起来。徐先生说，由于自己的
小店生意一直不太好，就和对方
签订了两年的合同，当时说的是
交16000元，没想到合同签完后
变成十年80000元。

盲人签合同推介按摩店

12月3日上午，徐先生的亲戚
刘女士气愤地告诉记者：“他拿
了一张合同和我说花16000元制
作平台，就会让店里客户多起
来。我拿来一看合同上写着十年
合计金额80000元。”刘女士告诉

记者，徐先生家庭很困难，开一个
店非常不容易，碰到这样的情况一
筹莫展。

随后，记者通过刘女士提供
的信息来到了徐先生工作的推
拿店。据了解，徐先生家在平邑
农村，患有先天性眼疾，双眼近
乎失明，天气晴朗可以看到路，
但完全看不清文字。

徐先生称，前不久自己接到了
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山东顺翔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是专
门帮助中小企业介绍客户的。

10月11日，徐先生独自一人
坐车来到位于汉峪金谷A2区4栋
的山东顺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听课。“进去后有工作人员带着
去听课，他们介绍说现在企业非
常难做，但是国家有帮扶项目，
可以为个体工商户提供帮扶。”
徐先生说，由于自己店里一直没
有顾客，非常着急，就在工作人

员的指导下签订了2年的合同，
交了16000元。

亲戚一看合同金额变8万

回家后徐先生心中隐隐不
安，于是拿着合同和亲戚刘女士
说了情况，希望她能帮忙参考一
下。刘女士一看，徐先生签下的
不是16000元的合同，而是合计
金额80000元的合同。

徐先生听后一下子慌了，赶
紧来到山东顺翔信息科技有限
公 司 ，想 把 自 己 之 前 缴 纳 的
16000元要回来，工作人员告知
不能退款。这个回复恍如晴天霹
雳，徐先生无心开店，他把自己
的小店关了，到一家足疗店打
工。

“也不打算再开店了，只要
能把我的钱退回来就行。”徐先
生无奈地说。

想要退款被公司拒绝

12月3日下午，记者来到山
东顺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见到
了负责此事的韩主任。韩主任
称，合同的确是两年16000元。目
前宣传推广的平台已经搭建，不
能退款，除非将平台转让，过户
给其他人，那样才能退款。

随后记者拨通了该公司总
部北京新零售企业应用中心的
电话。工作人员称，山东顺翔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是经过正规授
权的经销商，与之存在合作关
系。经工作人员查找显示，徐先
生的合同确实存在，但没有经过
北京新零售企业应用中心制作
平台，可能是山东顺翔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自己在制作平台。

他表示会将此事反馈给山东
顺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处理。

房子仍在装修中，原本开阔的走廊变得十分狭窄。 受访者供图

任某正在接受审讯。 记者 李培乐 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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