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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氧泉负氧离子液诚招全国代

理商，负氧离子液使用方便，持久释
放负氧离子，含量达5000/cm3净化空
气，抗菌除醛，新房净化、学校、办公
场所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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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揽：轻辅、整装、单项、木

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氟碳

门、感应门、旋转门、高间隔断、
玻璃隔断、铁艺、牌匾、卷帘门、
批发各种规格不锈钢板、管材、
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 可
免费上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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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家庭装修、办公场所
装修；家装、工装整屋家具定
制；承接同行二手单柜体定制；
工厂一站式服务→设计→加工
→安装。

橱柜门、衣柜柜门定制加工
（种类有PVC吸塑、PET、高光纳
米板材等）；免漆板材加工定制柜
体（材料与环保等级自选）。

工厂设有样板展厅，欢迎参
观选购。

定 制 热 线
18904515815
15846048899
工厂地址：哈尔滨市南岗

区王岗镇哈双公路 592号，金
福来家具有限公司

鑫鑫龙汽配维修中心
鑫鑫龙汽配

维修中心开业了！专
业维修：长城，金杯，
丰田，本田，尼桑，大
众，发动机大修，保
养、换油、钣金喷漆、
内燃 底盘及配件。

电话
0451-82716843
15124586000
地址：马端街162号

名片/彩页/印刷、
宣传册，各种纸质印刷
品、价格优惠。

联 系 电 话
0451-82425822

名片、彩页、印刷
免费设计、免费发货

315
3·15在身边

省消协
热线电话 15045112315

“高收低租”“长收短付”租房骗局再现哈尔滨

“西红柿”卷走资金跑路 几百人受骗
长春已立案调查 哈市被骗市民准备报案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索锡宁 记者
陈莹）近日，生活报3·15热线接到多位
冰城市民反映，自己在出租房屋或租住
房屋的过程中，被一家名为吉林省西红
柿酒店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哈尔滨分公
司（以下简称“西红柿公司”）的中介给
骗了。该公司首先按照市价，采取“押
一付一”的方式，将房主准备出租的房
屋承接过来；之后再将房屋以低于市价
的价格，用“押一付十二”的方式出租给
租户。此后，“西红柿”拿走了租户们的
全年房款后，只给房主打了两三个月的
房租，公司就人去楼空了。

冰城市民王女士向生活报记者反
映：“我本人长期在外地工作，哈尔滨的
房子没人住，就打算租出去，去年6月
我把房子挂到了网上，没几天‘西红柿
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联系了我，当时跟
我说，可以跟我签订一个长期的租房合
同，让我把房屋委托给他们向外出租。”
据王女士回忆：“我们当时签订了一个
授权委托书，大致意思就是把房子委托
给他们进行出租管理，当时定的房租是
1650元/月，租期一年，用押一付一（即
交一个月的押金，房租每月一付）的方
式。但后来只给我打了两个月的房租，
再没给我打钱。之后我就联系不上‘西
红柿公司’的人了。我从外地回来，按
照委托协议上的地址找过去，已经人去

楼空了。”
和王女士一样，魏女士也将房屋授

权给“西红柿公司”出租，租赁合同显
示，租期为24个月，自2021年5月31
日至2023年5月20日。“我的房子在松
北国际城，我当时把房子挂在网上，‘西
红柿公司’主动联系我，我把房子租给
他们，1600元/月，9月就找不到他们人
了。现在租户把一年的房租交给了‘西
红柿公司’，我也不可能给人家撵出
去。”魏女士表示，自己目前只收到了2
个月的租金和1个月的押金。

记者了解到，王女士和魏女士当初
只是跟“西红柿公司”签订了房屋授权
委托书，至于房子租给了谁，多少钱出
租的、租期多久，她们都不知道。

房主：只收到两个月租金

通过房主和租户们的梳理，发现
“西红柿公司”采取的是“高收低租、长
收短付”租房模式，套取租赁人的租
金。所谓的“高收低租”，就是用市场
价从房东处收房，再低价将房屋租给
租户，从而快速集纳房源；“长收短付”
则是对房东实施月付或者季付，再让
租客一次性支付更长时间的租金及押
金。

“因为给房主是月付款，从租户那
是年收款，这个公司就是利用了这个时
间差。他们就是抓住了房主想省心、租
户想省钱的心理。”为了保障自己的权
益，魏女士组建了维权微信群。“后来我
们发现，很多人都是被这个模式给骗
了，初步统计涉及房主和租户共计500
人左右，而且时间大多集中在去年4月
到8月。”

“高收低租、长收短付”套路深

生活报“3·15在身边”

生活报讯（见习记者索锡宁 记者
陈莹）聚焦健身、游泳会馆、美食行业
预付卡消费陷阱，汽车行业售后三包
服务质量，二手车交易维权难题，家居
装饰消费纠纷，托管房屋陷入困局
……由龙头新闻、生活报、黑龙江省消

费者协会共同打造的 2022 年“3·15
在身边”特别节目将在 14日 19 时播
出，敬请期待！

作为消费者的你，在生活中面对各
类消费时遇到的尴尬难题，是否也束手
无策、维权艰难呢？节目通过我省多个

有代表性的消费维权案例，盘点消费维
权热点、监督曝光消费侵权行为，宣传
引导科学消费方式，推动全省形成消费
公平共识，实现消费公平更有保障，提
升消费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4日19时，龙头新闻APP、生活报

官方微信、今日头条生活报官方账号、
微博生活报官方账号、抖音生活报官方
账号、快手生活报官方账号六大平台同
步直播，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活报“3·15
在身边”特别节目“共促消费公平 共建
幸福龙江”。

特别节目今晚上演

“我发现被骗后，就让朋友去我家房
子了，租户告诉我们，他给‘西红柿公司’
交了一年的房租，另外还有一个月的房
租作为押金（即押一付十二），价格是
1100元/月。”王女士表示：“经过协商，
租户只住了8个月就搬走了，这样就相
当于他损失了4400元；我这边8个月内
只收到了2个月的房租，有6个月没收到
房租，就是损失了不到一万元。”魏女士
房子的租户同样给“西红柿公司”交了一
年的房租，经过协商，目前仍继续租住在
魏女士的房屋。魏女士表示：“租给租户
是1050元/月，租户给我看租房合同，我
发现‘西红柿公司’和租户签订租房合同

时，留的都不是我的电话。”
而租客邰女士损失更大。“我去年7

月在网上找房子，跟‘西红柿公司’联
系，看完房子交了1000元，8月5号签
的合同，1380元一个月，交了12个月的
房租和1个月的押金；8月末搬进去的
时候还交了200元的水、电、煤气费。”
此后，让邰女士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了。“9月15日，房主委托人找到我，说

‘西红柿公司’已经两个月没给房主钱
了，房主表示我要是不搬走的话，就断
水断电断气，我又交了2000元房租给
房主，10月15日找到新房子我才搬出
去，损失了近两万元。”

租户：交了整年房租

事情发生后，受骗的房主和租户们
找到了吉林省西红柿酒店公寓管理有
限公司哈尔滨分公司的办公地点，可发
现此处早已人去楼空，他们也尝试联系
当时为自己办理房屋出租（租赁）事宜
的工作人员，但已经联系不上了。

生活报记者经过查询发现，目前吉
林省西红柿酒店公寓管理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公司已经被相关部门列入企业
经营异常名录，而吉林省西红柿酒店公

寓管理有限公司长春总部方面的联系
电话目前也已无法打通。

据了解，“西红柿公司”这种“高收
低租”的租房套路，在长春市、沈阳市等
城市也都存在，并且该公司长春总部也
早已人去楼空，长春市公安机关也针对
市民们的报案，对该公司及其法人代表
李威进行立案调查。目前，哈尔滨市被
骗的业主和租户们也准备向公安机关
报案处理此事。

被骗者准备报案 长春沈阳已有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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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下午，集贤县供热办相关负责人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供热公司所称的“拒绝向用户提
供检修保养服务”，这一说法是不对的。供热企
业不能以用户是否交热费作为提供服务的准
则。对此，集贤县供热办将约谈双鸭山龙唐供热
有限公司，要求其改正，保质保量向用户提供供
热各项服务。另外，因暖气冻裂造成的经济损失
是否应该由供热企业赔偿，该负责人表示，此事
应由法院来裁决，如果用户胜诉，县供热办将要
求供热企业对用户予以赔偿。

采访中该县供热办负责人还表示，本供热
期内，大福公寓除商服供热不达标以外，还有个
别居民家室温偏低，系管线老化所致。目前，该
县已将大福公寓列入了2022年老旧管网改造

项目，计划在2022年9月完成改
造，改善该小区用户的供热质量。

集贤县供热办：热企拒绝检修不对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肖劲彪文/摄）日
前，生活报帮办记者接到哈市南岗区大众新
城小区228栋居民张女士反映，该小区楼下
的人行道上长时间堆放垃圾无人清理，风大
时塑料袋等杂物满天飞，希望相关部门尽快
将垃圾清走。

11日上午，记者来到了大众新城小区
228栋附近发现，大量垃圾堆在228栋楼下
的人行道上，随处可见白色的塑料袋、餐盒等
杂物。据附近临街商户介绍，这堆垃圾堆放
很长时间了，夏天或者风大的时候垃圾袋满
天飞，一直也没有人清理。随后，记者将此情
况反映给了负责此处的南岗区保健路街道办
事处大众新城社区，社区负责人表示，如果确
定是小区物业管辖，他们将督促小区物业将
垃圾清走。

13日，记者又联系了大众新城小区物业

——哈尔滨彩生活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服务
电话，物业经理刘经理表示，经过工作人员查
看，该处垃圾有一部分是物业管理范围之内
的，14日上午将安排人员和车辆将所管范围
内的垃圾清走。

大众新城小区居民反映

楼下垃圾成堆 塑料袋满天飞
物业：将安排清理

“访民问暖”热线
FANGMINWENNUAN

热线电话：17800590258

省住建厅主办：

帮 办

社区帮办
肖劲彪

15590881052

双鸭山集贤县大福公寓今冬温度低

室温5.5℃ 暖气片冻裂了
供热公司：用户未交热费 供热办：将约谈供热公司

生活报讯（帮办记者仲亮）日前，双鸭山市集贤县大福公寓商服业主
张先生向生活报帮办记者反映，自从2021年10月15日集贤县开栓供热
以来，他的门市房室内温度一直不达标，最冷的时候只有5.5℃！今年1月
4日，暖气片被冻裂了，还造成了经济损失。“供热公司却一直拖着不管。”
接到了张先生提供的线索后，生活报帮办记者进行了采访。

据了解，集贤县大福公寓共有12
家门市商铺，张先生2012年在此处租
了一间门市房，经营农资商店。“每年
冬天室温都不高，特别冷。”张先生说，
今年温度比往年更低，为了正常营业
并居住，他只能使用电暖气、“小太阳”
取暖，并多次将室温不达标的情况反
映给负责供热的双鸭山龙唐供热有限
公司。后来，供热公司的工作人员上
门给张先生家测温。记者在张先生提

供的一张印有“双鸭山龙唐供热有限
公司”字样的测温单上看到，测温时间
为2021年12月26日14时30分，温
度为5.5℃。

“这么冷的屋子没法做生意，更没
法居住，长期低温暖气片容易冻裂。”
测温之后，张先生向工作人员说出了
自己的担忧，工作人员表示，将把此事
反映给公司领导，可供热公司此后一
直没有解决问题。

下午两点半测温才5.5℃

1月 4日，张先生担心的情况发
生了，暖气片被冻裂了！据张先生回
忆，当日7点半左右，他听见“啪”的
一声，急忙下楼查看。“一根管子冻成
了两截，部分暖气片出现了裂纹。”张
先生当时看到，暖气管子里的水已经
结冰，赶紧给供热公司打电话报修，
可供热公司只是关闭了阀门，没有做

其他处理，也没有进行维修。
“1月22日和2月8日，可能是供

热公司提升了供热参数，暖气管里的
冰融化成水，把商品泡了。”张先生
说，事后，他找到双鸭山龙唐供热有
限公司讨说法，可对方却表示，暖气
片冻裂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归供热公
司负责。

管子冻成两截暖气片现裂纹

10日，记者联系了双鸭山龙唐供热有限公
司，次日，该公司一位金姓副总经理接受了采
访。据其介绍，接到记者反映的情况后，该公司
高度重视，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经核实，张先生
反映的情况属实。室温不达标的原因是，大福
公寓商服原始供热方式为小区锅炉房供热，
2011年拆并小锅炉后并入集中供热管网，因供
热管网在建设之初存在原始设计缺陷，且随着
使用年限增加，管网老化加剧，导致供热流量不
足、室温偏低，最终造成供热管线被冻裂。

“供热管线老化严重，供热公司是否应对该
区域及张先生家进行检修，排除供热隐患？”对于

记者的提问，金副总表示，由于室温
不达标，2016年以来张先生一直没
有交热费，供热公司没有为其提供
供热维修、养护及排除隐患的义务。

对于因暖气片被冻裂造成的
损失，金副总认为，根据《黑龙江省
供热条例》相关规定，非居民用户
供热设施的更新、改造、维修、养
护、清洗、除锈均由产权人负责。
大福公寓商服室内温度低和暖气
爆裂的原因是内部管道老旧，责任
在于用户，与供热单位无关。

供热单位：用户未交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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