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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盖盖房房借借用用的的是是““平平改改坡坡””名名义义
规划部门回应，虽取得“平改坡”工程许可，加盖仍不合法

两个正能量故事

值得我们“点赞”

获救女孩家人

给司机送锦旗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见习

记者 聂子杰 ) 14日晚上6点左
右，一辆轿车在高新区闯红灯后与
一辆正常行驶的三轮车发生车祸，
导致三轮车上两岁多的女童重伤。
刚好目睹车祸全过程的51路公交
司机黄迎亮当机立断，将女孩迅速
送往附近的高新区医院救治(本报
16日C06版曾报道)。22日上午，被
撞伤女孩的家属来到烟台市公交
集团，给黄迎亮送上锦旗以表感
谢。

当黄迎亮接过写着“救死扶
伤，当代雷锋”字样的锦旗时，有点
受宠若惊，他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
做的事。“当时情况那么紧急，高新
区过往的车少，孩子也等不得，咱
能帮上忙就一定要帮，我也相信换
了其他人也一定会帮忙救人。”受
伤女孩的奶奶则连连向黄迎亮表
示感谢。“我们这些家人都不在现
场，孩子受那么重的伤，如果没有
这些好心人帮忙，这孩子可怎么办
啊？”说到动情处，孩子的奶奶几乎
要落下泪来。

受伤女孩的家属现场还要将
事先准备好的红包交给黄迎亮以
示感谢，但被黄迎亮拒绝了。“我救
孩子是应该的，您这个钱我真不能
收。”黄迎亮说，能收到锦旗本身就
是对他最大的表扬。

乘客坐车丢手机

公交师傅完璧归赵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记者
柳斌 实习生 宋宇) 22日中

午，薛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急匆匆
地来到58路公交车终点站石家疃，
取回自己落在公交车上的手机。薛
女士说，21日，不小心把手机掉在
了58路的末班车上，幸亏被一位叫
杨明伟的司机捡到，薛女士希望通
过本报表扬一下好心司机。

21日，家住芝罘区文化路的薛
女士和丈夫一起到市中心逛街。一
直玩到下午5点，他们赶上58路的
末班车准备回家。因为买的东西较
多，薛女士只顾着看管淘来的“宝
贝”，却没注意到放在兜里的手机
滑落到了车上。直到22日早上，薛
女士才发现手机找不到了。

“手机里有亲戚朋友所有的联
系方式和很多重要的信息，丢了可
怎么办？”薛女士焦急地打通了58

路公交车负责人的联系电话，没想
到对方告诉她，一位叫杨明伟的司
机正巧刚来到办公室登记，说是21

日在58路末班车上捡到了一部手
机。核对过手机型号后，确认了杨
司机捡到的是自己的手机，薛女士
才松了口气。她急忙赶到58路终点
站，司机杨明伟亲手把手机交还给
了她。

“真是太感谢了！”手机失而复
得的薛女士激动地说，“手机能找
回来，多亏了杨司机，以后再也不
能这么粗心了！”

司机杨明伟介绍，他当晚下班
打扫车内卫生时，看到后排座位上
有一部手机，想到肯定是乘客不小
心掉的，就先保管着。没想到上午
把手机交到单位办公室，失主就打
来电话了。“像这种情况已经发生
过很多次了，希望乘客在坐车时，
能尽量保管好自己的物品。”杨明
伟说。

本报热线6610123消息 (见
习记者 聂子杰 ) 本报2 2日
C03、C04版曾报道：幸福一小区
出现超低价卖房广告，4000元一
平米，为周边房价一半，经调查，
房子原来是顶楼加盖的。22日，
记者再次调查发现，加盖的居民
楼有6个单元，所有单元的楼顶
都在加盖，更难以想象的是，这
些房子是借着“平改坡”的名义
偷偷加盖起来的，规划部门说，
加盖行为违反城乡规划法。

在前期调查中，有居民曾透
露，加盖的楼层是居委会联合一
家开发商建起来的。22日，记者
以购房者身份来到小区附近的
居委会，询问加盖楼层的详细情
况。一工作人员热情地向记者推
销房子，并说正在协调办理房产
证的问题。“如果办下来就是差
不多5000多元(一平米)，如果办
不下来，就4000多元。”记者说，
如果没有房产证，会不方便。对
方则说，基本能把房产证办下
来，“运作得差不多了。”

说起为什么要在顶楼加盖，
这名工作人员坦言，工程原本是

“平改坡”，因为原有楼房顶楼漏
雨严重，所以由居委会提出申请
改建，在实施的时候就直接起了
一整层，并将加盖的楼层往外
卖。

记者拨打芝罘区规划执法
大队举报电话咨询，规划执法
大队工作人员经确认后告诉记
者，那栋楼房确实存在漏雨严
重的问题，已经向市政府取得
进行“平改坡”工程的许可，并
向上级申请了一定资金用于补
贴工程费用。但就算被批准进
行“平改坡”工程，顶楼加盖的
情况仍违反城乡规划法。据了
解，芝罘区规划部门执法人员
已前往现场制止继续施工，后
续还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查处
违法加盖的部分。

针对居委会工作人员所
说的能办理房产证的问题，记
者咨询了烟台市住建局。工作
人员说，想办理房产证，首先
需要持有规划许可证，“你说
的这个情况，连规划许可都没
有，就不具备办理房产证的基
本条件。”

见习记者 聂子杰

这名工作人员还拿出一
张登记有房屋面积的表给记
者看，并说从60多平米到120

多平米的户型都有，但面积为
80多平米的4套房都已经被预
定了。“最近来看房的很多，我
们这边现在登记有意向的就

有20多个，有4个已经交了定
金，就是这4套80多平米的。”
记者注意到，其中一名购房者
一次交了10万元定金。

工作人员介绍，新加盖的
是完整的楼层而不是阁楼，再
加上面积合适、布局合理，属于
绝无仅有的好房。“附近这么繁
华，出门就是市场、超市，交通

也方便，还是个学区房，办下房
产证来，也不过5000多块钱一
平米，你说再上哪找去？”

至于水电等基础生活设
施的问题，这名工作人员保
证，包括煤气暖气在内的一系
列配套都能接通，但是需要购
房者自掏一部分钱，总计大概
在1-2万元之间。

不少人来看房，其中四套已预定

“平改坡”是指在建筑
结构许可条件下，将多层住
宅平屋面改建成坡屋顶，并
对外立面进行整修粉饰，达
到改善住宅性能和建筑物
外观视觉效果的房屋修缮
行 为 ，国 内 最 早 由 上 海 做
起。

2008年，为解决沿街整治

资金短缺问题和满足居民的
需要，在济南发生了将居民楼
楼顶的“平改坡”转为“阁楼”
改造的情况。

此外，2 0 0 6年，青岛市
建委曾就市民提出借“平改
坡”把顶楼改成住人的阁楼
的建议进行回复，称不予采
纳，并给出五条理由：一是

不符合规划要求，会出现挡
光现象；二是房屋结构容易
出现安全隐患；三是施工影
响居民正常生活；四是加设
阁楼阻断了消防通道；五是
产权归属无法明确，易造成
住户之间的纠纷和管理难
度。

见习记者 聂子杰 整理

什么是“平改坡”

花花钱钱报报班班，，一一年年多多也也没没捞捞着着上上一一节节课课
培训学校说，钱已交到对方报考的大学，退费只能通过法律程序

本报记者 苑菲菲

秦女士在烟台幸福职业
培训学校报名成人高考，可
交费一年了也没有被安排上
过一节课。秦女士要求退费，
又被学校拒绝。对此，培训学
校方面解释，秦女士报的班
在网上都可以下载课件自
学，而且他们已将学费交给
秦女士报考的大学，若想退
费只能通过法律程序。

投诉：

一直催问何时开课

对方总是找理由拖延

秦女士介绍，因自己是专
科，闲赋在家想学点东西，就
于2012年底在开发区的烟台
幸福职业培训学校报了一个
成人高考班，打算专升本。
2013年1月，秦女士交了一年
学费、书本费、考试费等约
2200元。当时对方告诉她，每
周六和周日全天都有课，平时
每天下午4点半和晚上7点、8

点也可以开课。“他们的办公
室不大，但是问对方，还说有
专门上课的教室，等开课的时
候会通知。”

秦女士说，她在家等了两
三个月都不见对方通知，耐不
住就给学校打电话，“一直推
说老师不在，出差了，或者是
其他理由，就是不上课。”她一
直通过短信或QQ跟负责自己
的老师联络，催问何时开课，
对方总是找理由拖延，就这样
一年过去，没有上过一节课的
秦女士在2014年1月又接到培
训学校工作人员电话，“让我

再交一年学费，可是我去年交
的学费还一节课没上过，为什
么还要再交钱？”她找到培训
学校要求退费，被学校以钱已
交给别人、不在他们处为由拒
绝。

回应：

网上有课件

学生可下载自学

22日上午，记者来到开发
区这家培训学校。学校宣传单
页上介绍，学校是烟台市民政
局备案、烟台市教育体育局批
准设立的民办学校，是一家专
门从事成人职前培训和成人
文化补习的社会力量办学机
构。

对记者提到的秦女士一
年没上过一节课的问题，学校
一工作人员起初解释，成人高
考是函授班，主要是自学，他
们不是学校不上课，报名时有
和学生讲明；后来又说，有集
中面授，但她说不清楚此事，
需咨询相关负责的老师。

记者又联系到负责秦女
士的老师曹先生。曹先生说，
秦女士报的班在网上有课件，

可以下载课件自学，报考的大
学也有开班。但对于为何秦女
士没去上课，曹先生没有正面
回复。

曹先生说，他们学校开办
多年，每年都招收很多学生，
从来没遇到过有要求退费的，
认为秦女士是无理取闹，并
说，他们学校只是代理机构，
秦女士交的学费已由他们交
给了大学，若秦女士想退费，
只能走法律程序。

律师：

若招生简章上有承诺

可视为合同一部分

对此，本报律师团成员山
东信谊律师事务所律师姜兆
良认为，秦女士若和对方签订
合同，可找一下当初报名时的
招生简章，招生简章可视为合
同一部分，若其中对上课形式
有约定，而学校未按照约定执
行，那就视为学校违约。

这个学校是由教育部门
批准成立的，秦女士可通过向
教育部门投诉来维权，也可以
通过法律途径，来要求对方退
费。

《公交司机急停救人》追踪

《幸福一小区现超低价卖房广告》追踪

延伸调查

相关链接

整栋楼的顶部都在加盖，从外表看已快完工。 见习记者 聂子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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