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0 壹读
2021年1月21日 星期四 编辑：蓝峰 组版：侯波

济南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戚云雷

生完孩子去做产后修复
发现店已经撤走了

刘静家住在经十路纬十二
路附近，经常到和谐广场和连城
广场逛街。因还有半年预产期，
她想找一家产后修复的机构。
2019年7月，看到连城广场的致
琇极致轻奢健康管理店在搞促
销活动，优惠力度还很大。

“他们说高新店刚开业，两
个店一起搞优惠活动，充值一万
返一万。”刘静说，她平时去连城
广场逛街就注意到了这家健康
管理店，店铺已经开了一年多，
不但有产后项目，还有亚健康调
理和面部保养等，于是就充值1
万元办了会员卡。

去年1月顺利生产后，刘静
本想前去做产后修复，但由于疫
情防控一直无法外出。直到去年
5月，她才前往致琇极致轻奢健
康管理店。没想到，到连城广场
一看，发现店铺已经关门了，拨
打店方电话后，被告知该号码已
换了使用者。

刘静告诉记者，她先是通过
微信咨询店方工作人员，但一直
未得到回复。接着她又联系到连
城广场工作人员，被告知致琇极
致轻奢健康管理店已经撤店了，
他们也联系不到店方，建议她到
派出所报案处理。

“如果联系不上商户，我觉
得商场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因
为商户要撤店，商场应该发一个
通告，提醒有储值的消费者尽快
把余额退了。”刘静表示，她现在
只希望致琇极致轻奢健康管理
连城店负责人尽快出面，把钱退
给她。

经营公司涉法律诉讼
且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1月19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来到连城广场。看到致琇
极致轻奢健康管理连城店店址新
开了一家教育机构。连城广场服务
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致琇极致
轻奢健康管理店早在几个月前就
已经撤店，撤店时并未通知商场，

“他（商户）也欠我们商场钱，就跑
路了，我们也找不到他们”。

天眼查信息显示，致琇极致
轻奢健康管理连城店的经营公
司为济南孕美之琇健康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7
年9月，在槐荫区市场监管局注册
登记，目前公司虽处于在业状态，
但其登记时所留电话已是空号。

记者注意到，该公司注册资
本和投资人在2018年发生过变
更，2020年还牵涉到两起法律诉
讼。在2019年9月和2020年7月，
该公司先后因“通过登记的住所
或经营场所无法与企业取得联
系”和“未依照《企业信息公示暂
行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期限公示
年度报告”，而被槐荫区市场监
管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记者了解到，济南孕美之琇
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法人
刘某名下还有一家济南极致孕
美莹琇健康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在高新区康虹路，疑是店方
工作人员所说的高新店。不过，
该店的运营公司也牵涉多起法
律诉讼，且已被高新区市场监管
局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山东千舜律师事务所律师
邱洪奇认为，如果商家拿到消费
者的款项之后携款而逃，就可能
构成刑法上的非法占有为目的，
涉嫌诈骗，因此建议消费者报警
处理，由警方界定是否属于诈骗。

本报胶州1月20日讯（记者
刘震 李自强） 胶州市郑家

小庄小区是一个仅有两座楼的
老旧小区，因为水网陈旧漏水严
重，从1月9日起，该小区完全停
水，居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当
地政府了解到居民困难之后，承
诺将协调各单位，保证三天内恢
复居民的供水。

胶州市郑家小庄小区建成
已经超过20年，是一个仅有两座
楼的老旧小区，近年来随着供水
管网的老化，小区居民的用水问
题越来越严重。“我们小区建在
郑家小庄村内，一直是村里给我
们供水，不是一户一表。”居民叶
女士告诉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从1月9日开始，小区陷入完
全停水状态，两栋楼百余户居民
生活困难。

据了解，小区居民大多为老
人，70岁以上的不少，现在只能
靠用大桶取水，维持必要生活用
水，洗澡、洗衣服等用水量较大
的用水活动只能停止。在现场，
记者看到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妇
仍要自己推车外出取水。记者走
访了多位居民家，发现水龙头均
没有水。

1月20日上午，记者来到胶
州自来水公司，该公司城北营业
所所长高翔告诉记者，郑家小庄
小区的供水管网和村庄共用，自
来水公司只在郑家小庄村供水
主管网处设立一个水表，村庄内
部包括这个小区的供水管网属
于村委管理。

“我们现场检测过，主管没
有问题，我们怀疑是村里的内部
管网损坏严重，致使小区供水失
压。”高翔说。因为该小区有短时
间内拆迁的可能，所以改造一户
一表的难度比较大。那么为了解
决供水问题，能否由村委出费
用，自来水公司为居民维修管网
呢？高翔称如果村委愿意，这个
办法是可行的。

随后，记者又联系了郑家小
庄小区所在的街道，工作人员
称，自从停水之后，村委已经修
理过多次管道，但始终没有找到
漏水点，目前街道已经协调村委
尽快处理，并将联系自来水公司
帮忙维修，保证三天之内为居民
恢复供水。

该小区供水能否恢复，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将继续追踪
报道。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杰

市民困惑：
对“免费加装”的推介
市民感觉“不真实”

市民张女士家住潍坊路
南段的一处单位宿舍，整个
小区建成已有 2 0多年。随着
济南老楼加装电梯事业的推
广，近两年来，隔三差五便有
电 梯 加 装 公 司 来 此 推 广 宣
传，可前几日，来小区做推广
的一家电梯公司，却让张女
士颇为迷惑。

“有人让我们签字，告诉我
们可以免费装电梯，就是不知
是真是假。”“免费安装”很快便
引起业主们的讨论。

“他们承诺，电梯免费安
装，业主打卡使用，按次收取使
用费。”张女士说，经电梯公司
推销员一番讲解后，自己一知
半解地在一份意愿调查单上签
了字。

“真有这么好的事？总觉
得不是真的。”张女士与同单
元楼业主们都大为心动。可细
琢磨，他们总觉得不大对劲。
她打听过，目前，在济南加装
一部电梯的市场价约50万元，
除去政府补贴，业主大约还需
支付二三十万。“即便是电梯
公司领补贴，还需要支付30多
万。投入那么多，电梯公司图
啥？”

现场探访：
宣传册张贴在门口
上面写着“免费安装”

近日，记者来到张女士所
在的小区，小区门口显眼位置
上张贴着电梯公司的宣传材
料。其中一则宣传材料上，列举
了老楼加装电梯能“方便老人”

“便利残疾人”“扩大建筑面积”
“提高房屋价值”“美化楼宇”等
诸多好处，并且表示，“惠民政
策不容错过，机会不等人，望广
大业主积极参与！”

另一份则介绍了该公司加
装电梯的实施细则。

“一、免费安装：第一年免运
行电费和维护费。二、维护保养：
第二年开始由专业维保公司负
责维保。按当地政府定价执行，
分摊比例：3600元每年，二层以上
每户分摊37 . 5元。按实际比例费
用，由使用业主平均分摊。”

此外，对于业主关心的“电
梯电费”“电梯产权”也做了介
绍。其中电费实行分摊，“二层
以上每个月每户20元。按实际
发生费用，由使用业主平均分
摊”；至于电梯归属，“建设完成
后，电梯产权归本单元缴费使
用业主所有”。

“如果真的是免费安装，这
也是电梯公司的一种商业行
为。目前济南并没有出台任何
关于免费安装电梯的政策。”对
此，济南住建部门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尽管《济南市既有住宅

增设电梯办法》对于居民增设
电梯给予一定的财政补助，但
并没有任何免费安装电梯的政
策。

公司回应：
算上政策补助的折扣
业主还需花10万—20万

“宣传册上尽管提出了‘免
费安装’，却并未就‘如何免费
安装’进行详细解释。”更让张
女士疑惑的是，宣传册也未对
业主最关心的“政府财政补助”
如何使用进行解答。

带着两大疑问，20日，记者
联系到该电梯公司相关负责人。

“没这回事！业主还得花
钱！”对于宣传册上的“免费安
装”一事，该电梯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免费安装”并不是真
正意义上的“免费”，“电梯可以
免费安装、使用，但加装电梯的
土建施工、钢架构、玻璃幕墙等
仍需要收费”。

该负责人一再强调，电梯
是免费，但加装工程的相关费
用并不免费，“相关费用与单元
楼的层数、电梯入户方案等密
切相关。算上政策补助的折扣，
业主还需要花10万—20万。”

“业主们所理解的那种免费
是不可能的。”该负责人称，该公
司的加装电梯项目，并非业主们
所认为的“共享电梯”“以租代
建”模式。而之所以供业主免费
使用电梯，该负责人坦言，主要
是为了开辟济南市场。

老楼免费加装电梯
真有这样的好事吗

公司回应：钢架构土建等仍要收费

“免费加装电梯，天上还真的能掉馅饼？”近日，济南市民张女士遇到一家电梯公司的工作
人员上门征询是否愿意加装电梯，并一再强调免费加装。张女士等小区业主很困惑，“这到底是
真是假？”电梯公司对此又有何回应？济南“共享电梯”市场又是如何？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共享电梯”为何百姓期待
业内人士却不看好？

“企业免费安装、业主有偿
使用”的加装电梯方案已在国
内不少城市试点，济南不少老
旧小区业主也翘首以待。

“按次收费，不用一下子掏
那么多钱，我觉得挺好。”尽管
自家单元楼的电梯加装工程已
经完工，青后小区一区业主刘
女士表示。

期盼之外，不少市民对于免
费加装电梯一事也心存疑虑。

“楼上有老人希望用这种模
式。可万一之后公司加价，或者
收不齐费用把电梯一停，到时可

咋办？”思前想后，家住省府前街
一单元楼的李先生等业主，还是
一致打算“业主自筹”，集资50万
加装电梯，“光有电梯使用权而
无所有权，有点不靠谱”。

“等了三年多，从没听过哪
个正规大厂家搞这个项目。”拖
了三年，青后小区四区一单元楼
加装电梯项目仍未落地，这让发
起人王先生十分无奈。而其中的
主要原因便是——— 等免费加装
电梯项目济南落地。

就“共享电梯”一事，业内
人士又有何想法？

在济南已加装百余部电梯
的山东正迅电梯有限公司总经
理汤修贵介绍，该电梯公司免
费加装电梯、居民按次收费的

“以租代建”模式虽然在国内个
别城市尝试，但“如果效果好，
全国市场早已推广开来，可现
在寥寥无几”。

“前期投入资金太大，而且
资金回笼周期太长，一般企业根
本做不来。”汤修贵表示，即便是
大规模推广安装，也需要资金实
力十分雄厚的企业来承办，而济
南市场难寻这样的企业。

市民花万元办卡
去消费却找不到店家了
健康管理店疑关门跑路，律师建议报警

管网老化断水十余天
小区居民推车取水

2019年7月，济南市民刘静（化名）在致琇极致轻奢健康管理连城
店办理了产后修复套餐，并充值一万元。去年5月，当她生完孩子前往
店里消费时，却发现店铺竟然关门了，店方工作人员也联系不上。

葛延伸阅读

贴在小区里的宣传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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