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 多位贵阳市民反映，说

他们将北大资源的房子托管给一

家名叫“海森宜居” 的公司进行出

租，谁知从今年 2 月，就再也没有

收到租金。当找到公司办公地点发

现，该公司已经人去楼空。

孟女士说，去年 1 月她在北大

资源的房子刚刚装修好，“海森宜

居” 的业务员就主动到她家里查

看，提出可以代为出租，并承诺无

论房子是否租出去，都会按期向她

支付租金。 听到有这等好事，孟女

士动心了。

“海森宜居” 承诺的就是每个

季度给孟女士打房租，第一年到第

三年是 33000元一年，之后是 8250

元一个季度。 随后，孟女士和对方

签订了 5 年的房屋出租委托代理

合同。 孟女士说，之前的租金都是

按时到账，今年第一季度的租金直

到现在一分钱都没有见到。 此后，

孟女士联系对方业务员，对方找各

种借口进行拖延。 3 月底，业务员

说他已经辞职。孟女士意识到自己

被骗。

无独有偶，北大资源房东王女

士说，她把两套房子托管给海森宜

居，第一季度 18600 元的租金至今

也没有踪影。 由于迟迟收不到租

金，王女士便上门收房，谁知屋里

的租客说合同是签到今年 6 月份

的，这让王女士发现自己被骗了。

记者查询得知，贵州海森宜居

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位于南明区

花果园金融街一号楼。 随后，业主

们找到这里， 发现已是大门紧闭。

拨打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却一直无

人接听。 孟女士和王女士只得报

警。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事件时有

发生，不仅在贵阳，全国多个城市

都出现此类事件。 比如前段时间的

“乐伽公寓” 事件，波及范围包括

合肥、杭州、南京等 5个城市。

这些房屋托管公司赚钱的套

路主要有两种。 一是公司赚取房租

差价。 比如托管公司从房屋产权人

那拿房源时，给对方的是 2600 元 /

月的租金， 而转租给租客按 3000

元 /月。 每月租金就可以赚取 400

元。 这种方式在情理之中。

另一种是将收取的租金挪作

他用。 比如租客给托管公司交租金

是一次交一年或半年，而托管公司

给房屋产权人则是一交三个月。 以

此积累资金，然后挪作他用，一旦

资金链崩盘， 往往就会卷铺盖跑

路。 托管公司收取的钱由于没有任

何监管，房屋产权人和租客都被蒙

在鼓里，托管公司就两头骗，托管

公司变成“诈骗公司” 。 到时两头

的房屋产权人和租客都成为受害

者。

记者咨询了市住建部门，了解

到房屋托管属于民间行为，一方面

需要加强行业自律，另外政府正在

研究相关的监管办法。 如果涉及卷

款潜逃、合同诈骗等情况，则是刑

事案件，受害者要立即报警，由警

方介入调查。

如今，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多样

化， 有的房东为了图省事方便，就

没有自己去找租客收房租，全盘交

给第三方公司打理。 租赁双方催生

了巨大的市场，中介和托管公司应

运而生。 其实， 托管服务本身

是有市场需求的，如何避免公司卷

款跑路事件的发生，还要涉及到市

场金融监管等各个方面。

业内人士提醒，租客选房时，

最好与房东直接对接。 如果找第

三方，尽量找有资历、有正规门店

的房屋托管公司， 查看其营业执

照等手续是否齐全， 是否与实际

办公地一致。 另外，如房屋租金明

显低于市场价格， 更应留心其中

的问题。

那么，当房东发现托管公司跑

路，是否可以直接去找租客收回房

屋呢？ 对此，贵州瀛黔律师事务所

郑娟律师认为，如果房东与托管公

司之间属于委托代理关系，则房东

没有权利让租客搬走，根据《民法

总则》相关规定：代理人在代理权

限内，以被代理人名义实施的民事

法律行为， 对被代理人发生效力。

租客将房屋租金交给中介，即视为

已将租金交给房东。 租客已经履行

完毕支付房租的义务，房东无权要

求租客搬走。

如果房东与托管公司之间是

租赁关系，签订合同时允许托管公

司转租， 托管公司属于承租人，租

客属于次承租人。 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的

规定，因承租人拖欠租金，出租人

请求解除合同时，次承租人可请求

代承租人支付欠付的租金以抗辩

出租人解除合同，次承租人代为支

付的租金超出其应付的租金数额，

可以向承租人追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本报讯 4 月 19 日傍晚， 遵义城

区某小区 12 层楼顶， 一名女孩坐在

露台上准备轻生。 当地消防人员接到

报警后赶到现场劝说， 并趁女孩不

备，从上方围墙飞扑将她救下。

当天 18时 35分左右， 遵义会址

消防中队接到报警： 城区汕头路某小

区 12楼顶，有一名女孩坐在那里准备

轻生。消防人员抵达现场看到，这名少

女背朝里面朝外，坐在一栋 12层的居

民楼楼顶，双腿悬空，情绪激动。

“此时，女孩的父母没有在家。 ”

消防人员说，他们与现场民警来到楼

顶对女孩进行劝阻。 为防万一，消防

人员在楼下铺起救生气垫。 劝阻过程

中，另两名消防员穿戴好安全防护装

备系上安全绳来到上方围墙处，做好

紧急飞扑准备。

“小姑娘，要不要喝水？ 上面风

大，要不要给你加件衣服？ ” 在现场，

救援人员继续安抚女孩，希望她能把

双脚收回到露台上。 经过 1个多小时

劝说，女孩情绪逐渐稳定，收回悬空

的双脚，然后双手抱头哭了起来。

就在这一瞬间，一名系好安全绳

的消防员迅速跳过去抱住女孩，另外

一名消防员也随之一跳协助救援，将

她成功救下。 因女孩父母仍未归来，

消防员与民警一起在其家门口继续

好言相劝。 30 多分钟后，女孩母亲回

到家中，消防人员将该女孩交由其母

亲照看。 其轻生的具体原因，当地警

方正在调查中。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本报讯 4月 19日 20时，盘州

市刘官镇蚂蚁坟附近一辆货车行驶

过程中突然起火， 待消防人员将火

灭掉时,该车已经被烧成一堆废铁。

接警后，盘州双凤消防站立即

出动 3 车 14 人赶赴现场进行处

置。 20 时 32 分，消防指战员赶到

事发地点并立即组织灭火。消防人

员一方面协同交警和路政对事故

现场进行封锁警戒，给灭火队员提

供灭火作业空间，防止发生二次事

故；一方面单干线出一支水枪对火

势进行压制，阻止火势蔓延。

经过几分钟的扑救，大火被成

功扑灭，20 时 52 分， 经检查确认

没有复燃危险后，消防才将现场移

交给到场交警部门工作人员。

据了解，由于火势凶猛，加之

路途遥远，大火被扑灭时，小货车

及其所载物品， 已几近被烧报废。

据司机介绍，小货车是这个月才买

的，5万多元，加上货物损失共计 6

万元。 (张富 贵阳日报融媒

体记者 高松)

本报讯 4 月 18 日，遵义市余

庆县法院审理一起收买、 非法提

供信用卡信息罪。5 名被告人将非

法得来的信用卡信息，以 1800 元

至 2100 元不等的价格进行转卖，

从中牟利。 法院审理后，对 5 名被

告人判处 3 年 6 个月至 2 年 6 个

月不等的刑期。

该案的被告人田某意、 杨某

仲、刘某刚、刘某国 4 人，均系余庆

县人， 被告人杨某全系安顺市人，

住在贵阳。 2019年 3月以来，被告

人杨某仲以每套 1500 元的价格，

购买了雷某等 5 人的成套银行卡

信息，包括身份证正反面、U 盾、银

行卡等，又将自己收购的另一套银

行卡信息共 6 套， 以每套 1800 元

的价格，卖给田某意。

之后，田某意将自己从刘某国

等人处收购的另 4 套银行卡信息，

连同上述 6 套银行卡共计 10 套，

以每套 2100元的价格，卖给上家。

2019 年 8 月，刘某国从杨某、

李某处收购两套银行卡信息，又加

上手上的另两套共计 4 套，卖给刘

某刚，刘某刚将收来的上述 6 套银

行卡，转卖给杨某全，杨某全又将

其中 3套转给另一上家。

后来，该上家发现其中 3 套不

能正常使用，于是将其退还至刘某

刚手上。 去年 8 月，刘某刚将退还

的 3 套及自己另外收购的 1 套共

计 4 套银行卡信息， 以每套 1000

元的价格卖给上家。

去年 9 月， 遵义一市民王某，

被人以刷单名义骗走 3 万多元，其

中 6000 余元转入上述被贩卖的某

银行账户；9 月 11 日，又一市民被

人以刷单名义骗走 14 万元， 其中

部分资金转入上述被贩卖账户。

9 月底，警方经侦查，将田某

意等 5 人抓获。 后来，5 人因构成

收买、 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于

去年 10月底先后被逮捕。

4 月 18 日， 余庆县法院经远

程审理认为， 田某意等 5 名被告

人，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

罪名成立，并当庭宣判，法院一审

判处田某义 3 年 6 个月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2 万元；判处刘某刚

3 年 2 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万元； 判处杨某仲、杨某全 3 年

有期徒刑，各并处罚金 2 万元；判

处刘某国 2 年 6 个月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1 万元。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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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业主：

贵阳保利投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的保利·公园三期揽胜组团 6、7 栋住宅经验收

合格，已具备合同约定之交付条件，准于 2020

年 4月 25 日正式交付。 请业主携带相关资料

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至保利·公园 2010 三期

揽胜组团 6、7 栋集中交房办理点办理相关交

付手续。 详询：4008649222。

贵阳保利投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1日

保利·公园 2010

三期揽胜组团交房公告

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债务清偿公告

根据我局债务数据显示，我局对“北京电

研博洋科技有限公司”存有应付账款，现公告请

该公司的债权人，从公告刊登之日起 15 日以内

与我局联系并根据企业构成提供股东股权占比

资料及收款资料， 我局将开设绿色通道完成债

权债务确认及支付结算手续。 逾期视为债权人

下落不明。

特此公告。

联系人：邓静梅 15519131156�

��������联系地址： 贵州电网有限责任公司贵阳供

电局物流服务中心

南方电网贵州贵阳供电局

2020年 4月 21日

交房公告

贵州大学教职工团购房 （吉林花园二

期），已具备交房条件，因下列业主预留的地

址和电话无法联系， 我司无法发出接房通知

书， 请下列客户于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0

年 5 月 30 日前携带好收房所需相关资料前往

我司办理交房手续。

杜欢 A2 栋 17-2 号， 刘志红 A6 栋 19-4

号，李荣隆 A5 栋 9-1 号，李石 A7 栋 12-2 号，

黄克文 A3 栋 16-4 号， 秦建良 A3 栋 5-4 号，

王锦荣 A6栋 20-3号

详询致电：0851-83862820

������特此公告

贵州鑫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1日

本报讯 因为在三岔路口转弯时

少看了一眼后视镜，遵义一位大货车

司机， 驾车将一名 9 岁男孩碾压身

亡。 案发后，司机向家属赔偿了 68万

元，他也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刑。

去年 9 月 27 日 16 时许，遵义籍

大货车司机赵某，驾驶一辆大货车从

凤冈县准备回余庆县。 在途经凤冈县

花坪镇加油站三岔路转弯处，悲剧发

生了。 此时，一名 9 岁男孩正通过斑

马线。 但是，正在转弯的赵某却没有

观察后视镜，这名男孩被大货车碾压

致死。 经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赵某

承担此次事故全部责任。

去年 10 月 22 日，赵某与被害人

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赔偿了 68 万元，

并取得被害人家属谅解。 因构成交通

肇事罪，赵某被提起公诉。 4月 15日，

凤冈县法院审理该案。 经审理后，判

决赵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

1年，缓刑 1年。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黄宝华）

贩卖信用卡信息 5人被判刑

各获刑 3年 6个月至 2年 6个月不等

行进途中起火 货车烧成废铁

■新闻速递

男孩正过斑马线

大货车撞了过来

系司机转弯未看后视镜导

致，最终男孩不幸身亡

遵义城区某小区 12 层楼顶

消防员飞扑相救

拽下轻生女孩

房屋托管公司

缘何频频失联

托管公司跑路 房东房客都遭殃

业内人士:找托管公司租房要擦亮眼睛

托管公司失联

房主无奈报警

房屋委托管理

还需擦亮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