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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车被贴条？ 原来是健身宣传单
健身房：想靠该营销方法引起注意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李傲）

吕先生在车上发现的宣传单。

市民吕先生向本报反映，
昨天下午他将车停在三元桥附
近的停车位，返回时发现后车窗
被放进一张“违章单”，仔细一看
竟然是某健身房的宣传单。吕先
生气愤之下拨打了城管热线投
诉。对此，健身房表示只是希望
引起关注。城管部门表示会进行
核实后处理。
“昨天下午 3点多，我到三
元桥附近办事。因为时间比较
久，我特意把车停在了正规车位
里。两个多小时后，去取车的时
候，发现后车窗没关严，上面好
像是被贴了条，当时心里就‘咯
噔’一下。可我又一想，不对啊，
车明明就停在车位里。我仔细一
看那张‘罚单’，才发现是一家健
身房的宣传单。”吕先生说。
北京晨报记者看到，“罚单”
上写着“壹健身”的宣传标语以
及地址、电话等信息。乍一看，宣
传单和交警开出的违停罚单很

律师：有误导消费者嫌疑
像，拿起来看会发现两者完全不
一样。“这种宣传单可是真够缺
德的”，吕先生说。
根据传单上的电话，记者拨
通了这家店的电话。接电话的
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店里的营
销方法，只是想引起注意，并没
有想到会引起市民反感。目前，
吕先生已经将此情况向城管热
线举报。城管热线工作人员表
示已经登记，会尽快核实处理。
北京康普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吴立宏表示，罚单是由国家
统一下发的法律文书，商家模仿
罚单肆意张贴广告的做法涉嫌
模仿法律文书，扰乱交警部门的
正常执法，误导市民。广告法相
关条例有明确规定，广告不得含
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
消费者。这种模仿违停罚单的做
法是典型的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行为，是法律禁止的行为。
线索：马先生
吕先生 / 供图

装修款交完工程停 业主焦急
商场：愿出面帮忙调停 将督促公司法人代表给出解决方案
市民郭先生在向北京猫舍科技有限公司交完 6 万多元的装修款后，家中工程却突然于
近日停工。 昨天下午，北京晨报记者来到位于丰台区恒泰广场地下二层的公司门店走访时
发现，这里已人去楼空，只剩下一些客户前来维权。 商场方面表示，已经与公司法人代表取
得联络，会尽快督促对方拿出解决方案。

公司门店人去楼空

近日，市民郭先生反映，他
于 3月上旬和北京猫舍科技有
限公司签订了装修合同，缴纳 6
万多元后，双方约定于今年 5月
29日前完成装修。“其中 4万
多元是装修款的 75%，剩下的
则是柜体家具的 2万多元全
款。”本想迅速装修完入住新
家，但郭先生最近却苦恼不已。
“电线刚刚排完，装修的工长就
告诉我们因为猫舍公司拖欠工
资，加上公司不给原材料，导致
他们现在没办法继续开工了。”

郭先生的哥哥也在这家公司付
了 2万多元的装修款，工程同
样遭遇停滞。
昨天下午，北京晨报记者跟
随郭先生一家来到位于丰台区
恒泰广场地下二层的公司门店，
发现郭先生兄弟俩的遭遇并不
是个例。位于商场东北角的门店
已经人去店空，徒留屋内的装饰
和多位等待维权的业主。沿着办
公区域的磨砂玻璃向内望去，里
面的办公用品依然齐全，只是大
门紧锁无人办公。“我们有一个

业主群，都是面临相同的问题，
群里已经有 30多人了。”30多
个家庭遭遇停工，郭先生告诉记
者，“这还不包括在建柜体的，平
均下来每家都缴纳了 10万元左
右的装修金。”郭先生猜测这是
由于总公司资金断裂的缘故。
“我们上网查了，猫舍是苹果装
饰集团旗下的子品牌，而苹果
装饰集团遭遇资金危机的消息
网上比比皆是，我们觉得北京
猫舍科技有限公司肯定是受此
影响。”

料费没有结清。“ 我 2017年 12
月底第一次跟公司要账，那时
他们就以年底封账为由推托
不给。后来我拨打员工私下提
供的总公司电话，对方仍然用
相同的理由进行推诿。”而工
头陈先生则被拖欠了 10余万
元的工钱，同时他还十分担心
自己压在公司的近 8万元质

保金。“去年的钱还有 30%没
结清，今年的则完全没付过。”
另外，等待结账的人中还有猫
舍的员工。宋先生是该公司的
经理，2017年 5月入职，签订
了两年的工作合同，如今还在
合同存续期内，公司却已停
业，“ 我上个月和这个月的近
两千元提成都还没发。”

时，商场的工作人员出面表示
愿意居中调停。北京晨报记者
了解到，这家公司 2016年年底
入驻至今，已经存在拖欠商场
租金的情况。商场方表示，作为
甲方，他们既然将店铺租给装
修公司，就愿意出面尝试帮助
大家解决问题。“我们已经和公
司的法人代表取得了联络，对

方本周五或下周一会赶来北京
解决此事。我们要求他们针对
此问题出台解决方案，我们审
核后会再与业主沟通。”昨天下
午，记者曾尝试拨打过北京猫
舍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话，但提
示已经关机。

装修公司多方拖欠

除了业主外，建筑工头与
材料供应商也正在店内维权。
石先生是给该公司供货的石
材供应商，2017年 11月才开
始合作，一个半月后就被迫停
止了。“最初约定一月一结账，
可我慢慢发现猫舍付款可能
有问题，就主动停工了。”到现
在，石先生还有 6万多元的材
商场愿意出面调停

对于大批业主来说，他们担
心突然停工会让原本合同内约
定的完工日期无法实现。“我们
现在就希望在核算完已经装修
的费用后退回剩余部分，让我们
尽快把工程进展下去。现在手里
的钱全都交给装修公司，没有闲
钱再垫付了。”
正当维权场面焦灼不 下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曹雁南

男童手卡地铁车门
众人用洗涤灵施救
昨天早上 7点多，9号线
丰台东大街地铁站内，一名小
男孩不慎将手夹到地铁门里动
弹不得，站台的乘客和工作人
员上前帮忙（见图），用力掰门
无效后，利用洗涤灵将男孩的
手指弄了出来。事后，男孩家长
将孩子带到卫生间清洁，目击
者称男孩并未受伤。
“一个孩子的手被夹到车门
里了，众人合力，最终通过洗涤
灵把孩子的手弄了出来。”昨天
上午，市民曲先生爆料一名男孩
手被夹到的事情。曲先生回忆，
早晨 7点 40分左右他正在 9
号线丰台东大街站台等车，开往
国家图书馆方向的列车进站开
门时，站在门口的小男孩的手指
突然被门缝夹到。“正要开门时
小孩手指头卡到里边了，就是门
板往里伸缩的那个缝儿。”
北京晨报记者从事发当时
的图片中看到，列车内站满了
人，车门开到一半，有几名乘客
正帮忙掰门。一名工作人员跨
进门内探身查看情况。
曲先生告诉记者，站台工
作人员发现情况后立即通知列
车司机，乘客也和工作人员一
起用力掰车门，但车门纹丝不
动，孩子的手指仍被卡在里边
动弹不得。“后来有人喊了句谁
有水，站台上的一名乘客就拿
出水瓶倒在孩子的手上，但用
力往外拔还是没拔出来。”随
后，又有乘客询问工作人员是
否有洗涤灵，车站工作人员立
即联系了保洁阿姨。“保洁阿姨

将洗涤灵倒在孩子手上后，顺
利地取出了孩子的手。”曲先生
说，小男孩看起来只有四五岁，
事发后和妈妈一起下了车。
昨天中午，北京晨报记者
来到地铁 9号线丰台东大街
站，站内的几名清洁人员均表
示知道此事。一名清洁阿姨说，
当时正值早高峰，站台一名工作
人员跑到清洁室询问她是否有
洗涤灵。“是我拿了洗涤灵送过
去的，当时车门开到一半，孩子
的手还被卡着呢。”她说洗涤灵
送到后，孩子的手很快就取了出
来，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随同值
班站长一起来到卫生间。“家长
带孩子过来洗了洗，我看见孩子
没有擦破皮也没流血，后来孩
子妈妈就带着孩子走了。”
北京晨报现场新闻
记者 康佳 / 文 曲先生 / 供图
线索：辰先生

俩男子爬野山被困悬崖
消防官兵及蓝天救援队员 4 小时成功营救
北京晨报讯（记者 张静姝）

5月 14日，密云区石城镇张家
坟村一座野山上，两名男子被困
半山腰峭壁，周围岩壁近乎呈
90度直角，据悉，被困者随同伴
爬野山游玩至此，因不熟悉环境
被困。报警后，密云消防支队官
兵及蓝天救援队员经过 4个多
小时的奋力合作将其救下。
当天 15时 20分，密云消
防支队溪翁庄中队接到报警
称，石城镇张家坟村山上有人
被困，中队迅速出动 1辆消防
车 7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
据了解，张家坟野山因地
势险要，来此攀爬的人并不多。
两名男子被困在半山腰的一处
峭壁上，山石陡峭，岩壁近乎呈
90度直角，环山三面荆棘茂
密，没有明显的上山路线。经了
解山势地形，消防官兵决定与
随后到场的 3名蓝天救援队队
员组成救援力量，携带救援担
架、绳索等救援设备进山，在山
林中开辟一条新的救援通道展

开救援，并找来一名熟悉地形
的当地村民做向导。
此时，两名男子所携带的
手机中一部电量已耗尽，另一
部电量也所剩无几，而山路难
行，开辟救援通道并非易事。救
援人员称最担心的就是被困人
员的身体和心理状况。他们一
路小跑上山，同时让山下留守
人员通过扩音喇叭喊话来稳定
被困人员情绪，叮嘱其保持体
力原地等待救援。
18时 40分，救援人员成功
抵达半山腰的一处平台，距离被
困处还有 10米垂直峭壁之隔。
根据现场情况，决定由一人在做
好安全防护措施后，借用绳索
速降至峭壁上，在对被困人员进
行绳索固定后，救援人员一边从
上面拉拽一边从下面手扶保护，
先后将两名被困人员转移出来。
经过 4个多小时的全力协
作，19时 20分，消防官兵及蓝
天救援队员成功将被困人员营
救到安全地带，并护送下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