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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车身身被被喷喷黑黑漆漆，，天天窗窗砸砸出出窟窟窿窿
小区内多车遭殃，业主怀疑是物业报复

看房历险记

本报见习记者 时培磊
实习生 刘姝辰

8日下午，再次来到舜奥华府
一处楼盘前的梁先生，仍对几天
前发生在这里的事情心有余悸：
在看完房后，他被困在空无一人
的大楼，手机没有信号，他的心里
充满了恐惧。

据梁先生介绍，6日下午4时，
他独自一人来到舜华南路的舜奥
华府看房。“他们楼盘离售楼中心
很近，就在旁边，我当时就想过去
看一下。”在售楼中心看好位置和
户型后，梁先生请求工作人员带
领他去看房子。

“当时那个售楼小姐只给了
我一些宣传单页，并没有陪我去，
让我自己看。”梁先生告诉记者，
他把电动车放在大楼门口后，便
进楼乘上电梯，直接去了14楼看
房。

看完房后，梁先生乘电梯来
到1楼准备离开。可到了1楼后，梁
先生发现事情不太对劲。走出电
梯，梁先生看到的是一面墙，竖着
几根供热的大粗管子，挤占了本
来就十分狭小的空间，楼道里异
常安静。

梁先生试图寻找出口，右转
后发现，唯一的一道门已经紧锁。

“我转了好几圈，找来找去只有这
一道门，却怎么也打不开。我很着
急，想砸了玻璃出去。”梁先生发
现，他甚至连一块硬物都找不到。

“即使玻璃被砸开了，那个门都是
铁栏杆，还是出不去啊！”

焦急的梁先生掏出手机准备
寻求外界帮助，没想到的是，“手
机一点信号也没有，根本打不了
电话。”梁先生一下子陷入了恐
慌，“当时害怕得喊都喊不出来，
我只能从东到西来回找门。”

20分钟时间里，梁先生独自
一人呆在1楼，“没有一个人，自己
被困在一个密闭的空间，的确有
点绝望。”庆幸的是，“我身上还带
着另一部手机，3G的，有一些微
弱信号，我就赶紧打了售楼处的
电话，让他们救我出去。”

随后，梁先生才从售楼处的
工作人员处得知，出口在2楼。“我
出来以后，整个人都软了，回去这
几天都睡不着觉。”

8日，梁先生带着记者来到此
处表示，不愿意再次下到1楼。“他
们没人陪我看房，连个标识也没
有，谁也不会想到出口在2楼。”

售楼中心的客服人员告诉记
者，由于周末来看房的人特别多，
客服人员不太可能都领着去看
房。”据悉，梁先生目前已经与售
楼中心达成了一个初步调解协
议。

按按时时交交钱钱仍仍欠欠下下巨巨额额水水费费
物业老总失联，居民所交水费疑被挪用

业主疑问>>

月月交水费

为啥还会欠费

8日上午，记者来到龙岱花
园小区。家住4号楼的赵先生说，
他在单元门口确实看到了一张
催缴水费的通知，说是小区欠了
水费，金额还不低。

在赵先生的带领下，记者看
到了仍在贴着的这张《停水催缴
通知》。这份通知是在2014年7月
12日下达的，盖有济南水务集团
的公章。上面清楚地写到小区所
欠水费金额已达134486元，加上
违 约 金 4 5 6 0 7 . 3 2 元 ，共 计
180093 .32元。通知上称，若逾期
没有缴费，水务集团将会对小区
暂停供水服务。

“我们业主月月交水费，为
什么物业还欠这么多？钱都到哪
里去了？”赵先生不解地问。

据记者走访，不仅仅是4
号楼，龙岱花园小区所有的住
宅楼上，都张贴着同样的催缴
水费通知。

“我们现在就是害怕物业再
不缴费，水务集团把我们的水停
掉怎么办？我们怎么生活？希望

物业公司能够对此做出解释。”
同住4号楼的王先生说。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这份
停水催缴通知已下达数月，但
是居民的生活用水一切正常。

物业回应>>

公司老总失联

工资都发不下来

据王先生介绍，龙岱花园
小区归济南龙岱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开发，小区物业也是
由这个公司经营。小区大约有
900户居民。“听说这个公司的
老板是台湾人，有段时间也住
在这个小区。前一阵子听物业
的人说，他们老板跑了，怎么
也联系不上。他们已经8个月
没领工资了。”王先生说。

对于物业公司为何欠下
巨额水费，有业主表示，可能
是物业老板跑路，导致物业公
司的资金链断裂，业主们所交
的水费被物业挪做日常开销。

记者就此询问了济南市
龙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物
业工作人员。“为什么欠下这
么多钱，我们也不太清楚。不
过，小区确实还有部分用户没

向物业交水费，我们三四个月
一收，有的一拖就是一年。”一
名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小区
里并没有停电停水，也不会对
小区居民进行二次收费。”

“我们打算马上补缴部分
水费，现在正与水务集团协
商，不能让业主吃不上水。说
实话，现在物业公司除去交水
电费，基本上没什么资金可供
运行了。”这名工作人员说。

该工作人员表示，“公司老
总现在处于失联状态，我们也联
系不上。我们内部的员工都已经
8个月没有发工资了。”随后，记
者拨打了济南市龙岱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胡姓负责人的电话，
该电话一直处于欠费状态。

部门说法>>

逾期未缴费

有权停止供水

记者随后拨打了济南水
务集团小白热线，经工作人员
查询，龙岱花园小区有两块水
表，截至今年11月，两块水表
总共欠费239694 . 34元（包含
违约金）。该工作人员表示，小
区拖欠水费后水务集团会下
达一份通知，限定时间补齐水
费。一般根据实际情况和民生
出发，采取停水措施较为谨
慎。“但根据供水合同和济南
市相关法规，如逾期未缴费，
水 务 集 团 可 以 采 取 停 水 措
施。”

水务集团相关负责人建
议居民尽快联系物业，补齐小
区水费，“以免影响小区正常
用水。”

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律
师王新亮认为，若是物业公司
擅自挪用业主的水费，业主有
权起诉物业公司，要求返还水
费。

本报记者 王红星

业主遭遇>>

多车被喷漆砸窗

“12月5日，我一下楼就发
现车有异样，车身上被喷涂了
一圈儿的黑漆，最可恨的是，连
前玻璃上也喷上了黑漆，这让
我无法开车出行。”舜亿家园的
业主高先生称。与此同时，车辆
遭殃的并非高先生一人，1号楼
的潘先生两辆车都被人搞鬼，

“一辆车上喷了一圈儿的黑漆，
另一辆则直接给划了一圈儿，
真是太缺德了。”另一位业主更
惨，车子的天窗被砸破了。业主
虽然报了警，但由于物业监控
系统损坏，无法确认行凶者。

“行凶的目标很明确，我们
都怀疑是物业找人干的。11月1
日，物业曾召集业主开会，我和
几个业主提了些意见，当时弄
得很不愉快。”高先生称，舜亿
家园现在的物业是山东众邦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今年9月进
驻小区的。“刚进来的时候叫济
南环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11
月又改成了山东众邦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真让人怀疑这个物
业的资质。当时开会的时候，我
就要求物业公示资质证书。”

提起物业，让这些业主反
感的不光这些，“电费与物业费
捆绑，蓝牙卡与车位费捆绑，这

些规定都太蛮横霸道了！”业主
齐女士表示，她曾因电费与物
业费捆绑，与收费人员大吵。记
者又采访了多位业主，他们表
示，物业从未向业主出示资格
证书。“正规的物业公司下通知
不会不盖公章吧，更不会这么
捆绑收费，现在北门的蓝牙卡
和车位费捆绑，不交车位费就
不让办蓝牙卡，很多业主出入
家门都得登记。”一位业主称。

物业回应>>

和开发商有协议

记者随后联系了众邦物业
的李经理，他表示，山东众邦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有物业资质
证书的物业公司，已经在行业
内服务多年。“我们进驻舜亿家
园，是和开发商有协议的，不是
随随便便就进来了。而且，我们

收费都符合规定，物业费每平
米只要5毛钱。”李经理表示，众
邦物业是与润丰农村合作银
行、济南城中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签了协议的。

“舜亿家园物业现在已经
换了好几拨了，就是因为有一
些顽固的业主不交物业费，导
致物业公司撤离。”李经理表
示。据了解，舜亿家园是单位内
购房，涉及银行、房管局等多家
单位，更有为数不少的市场上
的购房者，这也给该小区的物
业管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
难，许多业主长期拖欠物业费。

济南城中城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一名丁姓工作人员也证
实，舜亿家园的确换了很多物
业，“作为开发商，我们为这个小
区找了很多物业，但最后都是因
为收不上物业费，导致物业公司
入不敷出，被迫撤离。我们对这

个小区的物业管理也非常头
疼，才和润丰农村合作银行联
合选了现在这家物业公司。”

部门说法>>

未见该物业备案

记者随后咨询了槐荫区房
管局，物业管理科一名徐姓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并没有查到
山东众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
房管局的备案。

“不管是外地的物业公司
还是本地的，只要在济南市范
围内从事物业管理行业，就必
须在济南市房管局备案。有资
质的肯定都能查到，反之就是
没资质的。”该工作人员透露，
没有资质的物业公司收取物业
费、进行物业管理都是违法的，
业主可分别向房管局、城管执
法局举报。

近日，位于腊山河畔
的舜亿家园多位业主的车
被喷上了黑漆，还有的车
被划。很多业主都认为这
是因为业主向物业提意见
而遭报复，物业对此则矢
口否认。

日前，龙岱花园小区的居民被闹得人心惶惶，小区里贴
出的停水催缴通知显示，小区物业欠下水务集团十几万元的
水费，逾期不缴将被停水。更为糟糕的是，小区物业老总“失
联”，物业公司员工的工资也被拖欠。

业主私家车有的遭黑漆喷
涂，有的天窗被洞穿。

本报记者 王红星 摄

龙岱花园小区贴出的水费欠缴通知。
本报见习记者 朱文龙 摄

本报见习记者 朱文龙 时培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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