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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6
今日潍坊

本报12月20日热线消息 (记
者 杨万卿)17日是严女士位于
世贸中心小区新家的交房日期，
可当天她被告知，要交付3万多
元的欠款滞纳金。这笔滞纳金让
严女士有点蒙：“明明说的是交
房时付清欠款，交房延期了又要
让我们付滞纳金。”

20日一早，记者见到了正在
世贸中心售楼处等待看房的严
女士。采访中记者得知，严女士
当初决定买下世贸中心小区
80m2的房子，是因为开发商针对
80m2的房型有特殊的优惠政策，

即：开发商会为业主垫付一半的
首付款，约合4万元。据严女士回
忆，当时售楼处工作人员介绍优
惠政策时说，开发商垫付的4万
元首付款，业主需要在交房时交
清，而购房合同上，交房日期为
2011年4月30日。

购房后，开发商与业主签订
了欠款协议，协议规定，如果拖欠
交款，业主将交付按天计算的滞纳
金，滞纳金以4万元为定金，由日息
千分之三的利息以及日息万分之
三的违约金组成。在严女士当时看
来，什么时候开发商交了房，什么

时候她还上欠款就行了。可接下来
的事情就出乎她意料了。

2011年4月30日，开发商并未
按时交房，严女士和很多其他购
买80m2房型的业主也没有退还4

万元的欠款，开发商也未催款。
一直到12月17日，世贸中心小区
交房，业主们同时被告知，除了4

万元欠款，同时要交付从4月30

日至12月17日的3万多元的欠款
滞纳金。严女士和其他业主一下
子就蒙了。

她拿出欠款协议想与开发
商理论，开发商却告诉她，协议

上说4月30日付清欠款，并没写4

月30日交房时付清欠款。而延期
交房的违约金，开发商将以日息
万分之一的金额另外赔付给业
主。按照这样计算，买房子花了
严女士24万元，开发商延期交房
230天，共应赔付业主5000多元。

一想到同样是 2 3 0天的延
期，自己为了4万元要交3万多元
的滞纳金，开发商却只需赔付
5000多元，严女士就感觉掉进了
个“陷阱”。记者在与售楼处工作
人员的交谈中得知，开发商的
5000多元违约金，将以免物业费

的形式赔付给业主，免除物业费
的期限至少一年。如果有业主想
拿到一年物业费之外的现金，则
需要等到2012年3月份。

随后记者就这个问题咨询
了律师。律师称，滞纳金确实需
要按照欠款协议上规定的交付，
但是按照现有法律的规定，受法
律保护的利息约定不得超过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超过的
部分法院不予支持。千分之三的
日息率，已经远远超过了同期银
行贷款利率，因此欠款协议也不
合理。

交房时咋多了3万元滞纳金
买房条款高日息“套”了业主，律师称合同不合理

本报12月20日热线
消息(记者 杨万卿)17

日，在潍蒋路与长松路
交叉口附近发生一起
交通肇事逃逸事故，一
名男子在事故中死亡。
20日，记者了解到，死
者家属贴出一份悬赏
公告，并表示希望把肇
事逃逸的司机早日缉
拿归案。

12月17日下午5:34，
110指挥中心接到一名
市民报案称，在潍蒋路
与长松路交叉口(五路
口)南500米路东段，发
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有
一名行人被撞，肇事车
辆逃逸。5 : 3 7，警方和
120急救车辆赶往事故
现场，经确认，被撞男
子已经死亡。6:30，在警
方对现场进行调查取
证后，被撞男子被拉
走，现场也经过了清
理。7:30后，受害人家属
陆续收到了通知。其
中，受害人的儿子卢先
生接到电话时是7 :30，

成为了最后得知父亲
死讯的人。

据卢先生说，他的
父亲今年62岁，在潍城
区一家化工企业当门
卫，而父亲的出事地点
就在单位附近。从出事
的时间看，受害人应该
是刚刚交接完岗位，不
知因何故外出时被车
撞到。

事发已经几天，在
现场还能隐约看到血
痕，记者了解到，事故
现场有长约2 0米的血
痕，无任何刹车痕迹，
根据血痕推断，撞人
后，肇事车辆由南向北
逃逸。另外，警方在现
场获取了肇事车辆挡
风玻璃被撞碎以及车
身掉落的碎片，经鉴
定，肇事车辆属于中低
档轿车，警方仍在调查
肇事车辆。受害人的儿
子卢先生表示，希望有
知情人或目击者提供
线索，早日找到撞自己
父亲的肇事车辆司机。

撞人致死 轿车逃逸
受害人家属悬赏找线索

本报12月20日热线
消息 (记者 马媛媛
通讯员 樊东辉)20日，
福建男子来潍坊寻找
离家四年的家人，据介
绍，离家走失的女子因
高考失利导致心理疾
病，经常出现幻觉，最
终离家出走。

20日，一名福建男
子到潍坊寻找离家四
年的家人。他告诉记
者，走失的女子是他的
嫂子，全家人都在找
她。据介绍，走失的女
子因高考失利，心理严
重受挫，患上了心理疾
病。开始投入工作后，
一直低不成高不就。
2007年2月首次出现被
监听、监控的幻觉、老
怀疑公安局要抓她、家
里人出不好的事，因此
一直有要离家出走的
症状。2007年3月第一次
离家出走，2007年4月回
到家中，原来的症状都
好了，自己找工作正常
上班。

据男子介绍，2007

年9月3日，嫂子从福建
厦门的工作单位出走，
开始时，每到一个地方
都打电话回家，从交谈

中家人发现她又出现
了上述症状，把自己幻
觉为警方抓捕对象。先
后到过福建莆田和福
州、广东珠海和广州等
地，在广州因为幻觉警
方要抓她，扔掉了自己
随身携带的包(内有身
份 证 、小 灵 通 、银 行
卡)。10月2日，她打电话
让家里寄钱过去以便
她回家，她清楚地说要
从黄梅坐车到九江、再
从九江坐火车回厦门，
但从那以后，她却不但
没有回家也没打电话
联系，家人万分着急。
家人曾到黄梅县黄梅
镇蔡枫树村二组、九江
一带找过，一无所获，
在厦门也报警，但至今
杳无音讯。

目前，潍坊市救助
管理站的工作人员已
经帮助男子在潍坊寻
找，也在山东省救助
QQ群、潍坊市救助QQ

群帮助发布了寻人信
息。走失女子的家人希
望广大市民如有该女
子的消息，可立即通过
1 8 9 5 0 0 5 5 4 8 9电话和
906292559QQ号联系其
家人。

高考失利 离家出走
女子走失四年，家人来潍寻找

本报12月20日热线消息(记者 董
惠 赵松刚)20日上午，在北海路玉清
街、卧龙街路段，路西边的人行道上不
规则地摆上了砖头，走近一看，原来砖
头环绕处检查井井盖已不见了踪影。不
仅此路段，北海路宝通街与梨园街之间
路东的井盖也没了。20日，记者采访了
解到，一夜之间，北海路32个井盖都“不
翼而飞”了。

20日上午，记者来到北海路玉清街
与卧龙街路段看到，路西边的道路上，
过往的车辆及行人不得不绕着灰色的
砖头蜿蜒前行，记者走近一看才发现，
原来路面上的井盖已经不见了踪影。透
过井座，井深足有2米多。负责该路段保
洁的工作人员慈先生告诉记者，昨天井
盖还都好好的，可早上过来清扫路面

时，井盖就消失了。
而随后赶到维修的市政养管处的

王连昌告诉记者，20日上午，养管处工
作人员在北海路巡查时，发现在北海路
宝通街与梨园街之间的路东边丢失了
21个井盖，随后又沿路向北继续巡查，
在卧龙街与玉清街之间的路西边又有
11个井盖子不见了。一夜之间，北海路
上32个井盖子都遭了“黑手”。王连昌
说，之前在城市外围也曾发生过井盖被
偷的事故，但像在城市中一夜丢失32

个，实在没发生过。
而为消除安全隐患，市政养管处对

丢失井盖进行了补装。然而王连昌告诉
记者，更换一套井盖子，光井盖本身就
1100元，加上300元人工费、机械费，“丢
失32套就相当于损失了4万元”。

市政养管处也呼吁广大市民，为了
道路出行的安全，请大家积极举报偷盗
井盖和破坏其他市政设施的不良行为，
共同维护潍坊良好的出行环境。

北北海海路路一一夜夜丢丢了了3322个个井井盖盖
据估计价值4万多元

本报12月20日热线消息 (记者
张焜)一年之后，申长辉案再次出现曙
光。19日，记者在申长辉刚刚接到的法
院判决书上看到，由于人社局做出他所
受伤害为非工伤结论，所采信的证据存
在多处矛盾，无法确认证据的真实性，
故撤销人社局做出的非工伤认定。

19日，蜗居在青州一工厂内，不足20

平方米门卫室里的申长辉一家人拿着
判决书不胜喜悦。由于当年为了救治申
长辉，老家的房产已经没有了，他们只
能靠工作单位来安排住宿。门卫室里的
铝合金窗已经变形，四处透风，但为了
防火，老板无法同意他们生炉子取暖。

判决书上写明，申长辉起诉青州市
人社局以及第三人液压件厂工伤行政
确认一事，青州法院报请潍坊中院指定
管辖。潍坊中院经审查认为，该案案情
具有一定复杂性，青州市委市政府较为
关注，由青州法院行使管辖权难以收到
良好社会效果，遂指定案件由临朐法院

管辖。
记者了解到，在庭审过程中，原被告

双方提交了多达41份的证据，包括证人
证言、工资表等。为了这起案件，法院曾
开过至少两次庭，双方代理人进行了激
烈的辩论。

本报协助申长辉委托的代理律师，
山东王杨律师事务所王建华律师告诉记
者，青州市人社局提供了许多证据证明
其做出非工伤的结论是正确的，但是，这
些证据中存有不少疑点，甚至相互矛盾，
他在庭审时都在法庭上一一指出。

在长达10页的法院判决书上，法院
指出，虽然人社局调查取证是在履行自
己的行使职权，但对证人的调查笔录
中，有四人调查笔录的时间都仅相隔10

分钟、地点都是在液压件厂的办公室、
四人中三人是工厂职工、内容上明显倾
向液压件厂，这些证据明显存有疑点。

此外，有证人证言写着精确到分的
假期作息时间，还写着2006年、2007年、

2008年、2009年，清明、国庆节、八月十五
都放假。法院认为，国家对清明节、中秋
节的放假自2008年才开始，且证人对发
生在四年前的上下班时间都记忆犹新，
内容真实性不能确定。

通过对证据的审查，法院认为，青
州市人社局做出的非工伤认定结论，所
采信的证据存有多处矛盾，证据内容的
真实性不能确认，据此认为人社局的结
论证据不足，应予撤销。法院判决人社
局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对申长辉
受到的事故伤害是否为工伤重新做出
认定。

虽然申长辉一家很高兴，但王建华
说，这仅仅是法院的一审判决，且还没
有过上诉期，也就是判决还没有正式生
效。如果被告提出上诉，还需要继续打
官司。由于证据方面等问题，仅仅这一
场官司就打了整整一年，如果厂方一直
不认工伤，还是要做好准备继续漫长的
工伤官司之路。

《植物人苏醒后打工伤官司》追踪

认为人社局提供的证据多处有矛盾

法院撤销非工伤认定结论

2006年10月2日，青州益都液压件厂
工作的申长辉晚饭后返回单位宿舍时不
幸遇车祸，最后被医生判定为植物人。3

年后，申长辉奇迹般恢复了意识。
2009年12月份，由于肇事方一直逃

避执行，赔偿款无法到位，家徒四壁的申
长辉开始申请工伤。但劳动部门认为申
请工伤时已超过法定时效，不予受理。

2010年初，申长辉将劳动部门告上
法院。

2010年9月6日，青州法院判决劳动
部门受理申请(本报2010年9月8日A05版
报道)。法院判决后，申长辉申请了工伤认定。

同年11月5日，申长辉的《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认定他所受伤害为非工伤(本报2010年11月14日A03版报道)。
同年11月26日，经过复议后的工伤认定结果仍是“非工伤”(本报2010年12月21日A08版报道)。申长辉将青州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告上法庭。

案情回顾

丢失了井盖的检查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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