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店铺的玻璃门窗被敲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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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价理由很荒唐：平摊管道改造费（组稿 !）

那边的商户“被涨价”
我市商用天然气单价 "#$%元，横山桥海鲜城却要收 &#%元

本报热线 '%%(((&& 昨天，横山桥
海鲜城经营户吴女士向本报反映称，最
近，海鲜城向租户们发出通知，通知将
天然气价格涨至6.5元每立方米，对此
经营户们表示不能接受。
横山桥海鲜城发通知告知各商户，

收费细则为：水费4.6元每立方米!不含

公摊"，电费1.3元/度!含线损!不含公

摊"，燃气费6.5元每立方米!含管道损

耗"。“这里很多商户都是从无锡海鲜城
搬过来的，就是看中了横山桥海鲜城的
商机，如今天然气收费如此之高，商户
们也没了积极性。”吴女士说。
经了解，我市商用天然气统一定价

为3.85元每立方米，而横山桥海鲜城
收取6.5元每立方米的费用。
为何海鲜城收费会这么高？有没有

经过相关部门批准？

海鲜城一位陆姓负责人对此解释
说，抬高收费是为补贴管道重新改造和
接管的一笔费用。陆先生告诉记者，海
鲜城所在的8号楼建造之初规划为百
货商场，后来改作餐饮，因此天然气管
道需要重新改造。而重新改造、接管的
费用超过300万元。海鲜城想通过天
然气加价收费的方式与经营户平摊这
笔费用。
既然是管道改造费用，为何不另行

收费呢？陆先生解释说，使用天然气的
商户主要位于海鲜城二楼，共有9户。
如果另行收取费用，势必会一次性增加
商户的投入。本来还想到将这笔费用分
摊到租金里，但这需要重新跟商户们签
合同。后来，他们才想到将这部分费用
分摊到天然气价格中。
陆先生向记者坦承，这么做有些不

得已，但经过他们反复跟商户协商，目
前其中7户已同意接受这个方案。“我
们考虑按照这个价格收费两个月。等成
本收回差不多了，立即恢复原价。”

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潘芳英
告诉记者，水电、天然气等的收费价格
是由政府定价的，任何机构不得擅自抬
高价格。因此，横山桥海鲜城的做法是
违反法律规定的，商户们有权拒绝接
受。潘律师认为，海鲜城改造天然气管
道的成本是规划问题，应该由出租方自
己承担。
针对横山桥海鲜城的这一做法，武

进区价格检查局一位王姓工作人员表
示，天然气价格由国家规定，个人或单
位不能随意调整。他们已接到相关投
诉，目前正在调查之中。

"殷益峰#

这边的商户“很受伤”

人气不旺，生意惨淡不说，财产安全都堪忧———
'人操起棍子就砸，十多家商铺遭殃（头 组稿 (）

这边的商户“担惊受怕”
人气不旺，生意惨淡不说，财产安全都堪忧———

昨天，几名新北区食事通广
场的租户反映，称自家的店铺晚
上遭人砸了，怀疑与店租纠纷有
关。对此，警方已经介入调查，食
事通广场的房东丰臣国际广场及
被砸商户表示，他们将以法律手
段来维权。

7人操起棍子就砸，十多家商铺遭殃

记者试图联系食事通公司，但公司
座机号码和负责人的手机始终无人接
听。记者随后找到了食事通广场的房
东———新北区丰臣国际广场。
丰臣国际广场一名负责人说，他们

也是受害者之一，食事通常州分公司拖
欠了丰臣国际的租金，现在，丰臣国际也
联系不到食事通常州分公司的负责人。
他们正打算走法律途径维权。
这名负责人说，打砸的事情发生后，

丰臣国际已经增派保安24小时巡逻，保

证商铺业主的财产安全。
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何振凯律师表

示，食事通常州分公司提前解约，违反
合同，租户可按照合同具体细则，要求
对方赔偿违约金，也可以要求对方赔偿
因为解约所造成的损失。不过，租户也
有按时缴纳租金的义务，应及时缴清之
前拖欠的租金。此外，丰臣国际广场可
按照合同细则，要求食事通常州分公司
支付租金。

何一智 文摄

一名租户说，2012年他租下了食事
通广场的一间商铺，月租金5300元，加
上装修、进货等成本，他投资了好几万，
但是广场的生意一直很冷清。找食事通
常州分公司交涉过后，公司一位负责人
曾答应，如果今年食事通广场的出租率
不到60%，租户可以从今年合同期满开
始，一直免租到今年年底。
“我们拿着广场的平面图，一家家

店去看的，出租率确实不到60%。”这名
租户说，不仅如此，此后还有很多租户
陆续搬出，出租率更低了。虽说依然没
什么人气，但他们心想，反正是免租金
的，先撑到年底再说。

谁知，今年4月12日，食事通常州分
公司出了一张公告。公告上说，食事通
广场即将停业装修，租户必须离场。如
果不离场，就要拉电处理。从5月开始，
商场开始断断续续拉电，5月20日后，商
场再没有通过电。而且，食事通常州分
公司还警告他们称如再不搬走，后果自
负。5月30日晚上，好几户商铺的玻璃就
被砸了。
一名租户说，去年6月份也发生过类

似的事，食事通派了7名男子撬开商户的
店门搬东西。他怀疑这次的事，也跟食事
通有关。不过，他也承认，之前的确拖欠
了一部分租金。

食事通广场位于新北区丰臣
国际广场地下一层，是一个汇聚服
装、餐饮、美发等为一体的市场。昨
天上午10点，记者看到，食事通广
场冷冷清清，只有少数几家服装店
老板把衣服拿到大门口叫卖，其余
店铺都空着。

沿着广场走廊往前走，可以看
到好几家店铺的玻璃墙都碎了，碎
玻璃洒了一地。数了一下，至少有
十多家。

丰臣国际广场的一名保安说，
5月30日晚上8点左右，所有的租
户下班回家了。这时，他们听见食
事通广场有玻璃碎掉的声音，保安
队长带着 6名保安来到食事通广
场，发现有 7个人带着棍子，一边
砸还一边说，“让你们不搬！”
保安队长立即报警。看到对方

报警后，几名男子匆匆跑进广场内，
随便砸了几户租户的玻璃，便逃掉
了。

我市商用天然气单价3.85元，横山桥海鲜城却要收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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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食事通声称要停业装修，要求商户离场

律师：食事通提前解约违反合同，租户可索偿

7人带着棍子，
砸碎多家商铺玻璃

讲述：

被砸后"还有几家店铺仍在坚持营业#

那边的商户“被涨价”

菜花蛇“光临”民宅
消防2天抓蛇3条

本报热线 '%%(((&& 随着
天气转暖，消防“抓蛇季”又到来
了，3日上午和下午各抓一条。4
日下午，在兰陵的一户民房里，
消防人员又抓到一条 2米多长
的菜花蛇。

4日下午3点半左右，在兰
陵路旁的兰陵家园 8幢的地下
车库里，游进了一条1米多长的
菜花蛇，蛇身有一个鸡蛋般粗。

据发现的居民说，当时她到
车库里去取车，听到墙角处发出
沙沙的响声。车库里光线昏暗，
她小心地靠近细看，这才发现是
一条蛇，顿时被吓了一大跳。

物业人员接到消息赶来，想
用铁铲把蛇打晕后抓走，但是蛇
游得很快，又老往狭小的地方
游，所以老是打不到。直到消防
人员赶来，使用专门的捕蛇器才
将蛇抓到，装进蛇皮袋里，拎到
附近的河边放生了。

其实就在 3日上午消防部
门接到报警，天宁区茶山街道勤
丰村委城巷村76号，一条1米
多长的蛇游进了室内的大衣柜
下面。当天下午，钟楼区永红街
道永红村委低坝头17号，又有
一条1米多长的菜花蛇游一了
户主平时休息的床底下。当时他
们家的保姆正在做饭，忽然听到
“沙沙”的奇怪声音，保姆连忙告
诉了户主。户主再拿着手电去查
看，才发现床底下有一条很粗的
菜花蛇，连忙报警求助。

据消防部门统计，每年5月
开始，到9月夏季天气渐渐结束，
正是蛇类活动的旺季，每年到这
个时候，都是消防人员的抓蛇
季。去年5月-9月间，一共抓到
了170多条蛇，其中多数是在民
房、车库和阁楼里抓到的，且都
是无毒的菜花蛇。 "徐钏 舒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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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秒，姐妹情深
后一秒，你死我活

本报热线 '%%(((&& 前一
秒钟还是姐妹情深，后一秒钟已
是你死我活。因昔日女友怀疑她
插足，她和在看守所结识的新姐
妹一起，用捆衣服的尼龙绳将女
友活活勒死。

小雪，1984年生，河南人。
初中刚毕业，向往繁华城市生活
的小雪从河南老家跑到常州闯
荡。
到常州没多久，年轻貌美的

小雪便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混
混，沾上了毒品。2013年，小雪
因吸毒被行政拘留4天。今年2
月，小雪因非法持有毒品被判有
期徒刑6个月。4月20日，小雪刑
满释放。

娇娇，1987年生，重庆人，
性格泼辣直爽。和小雪不同的
是，娇娇上完小学就到外地打工
了，曾因卖淫被行政处罚、拘留
过，也曾因盗窃被判拘役5个月。
4月19日，娇娇刑满释放。

小雪和娇娇在常州市看守
所相遇相识。同是“天涯沦落
人”，两人惺惺相惜，互称姐妹。

4月20日下午，小雪和娇
娇先去小店铺买了些吃的，还
买了两根尼龙绳，方便捆衣物、
包裹。小雪的朋友小王还帮她
俩订了一房间休息。

小雪躺在床上，用娇娇的
手机给昔日的姐妹娟子发短信：
“我回来了，有时间一起吃顿
饭，我有个小姊妹看看能不能
跟着你一起上班。”

娟子立马回电话询问她在
哪，并打车赶了过来。

三个女人相见，欢声笑语
不断。当晚7点多，娇娇出去
了，小雪和娟子聊起往事。

娟子向小雪大吐苦水，抱
怨男友花心对自己不忠诚，还
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小雪：“你有
没有和我男友发生过关系？”

小雪立即否认。娟子不相
信，控制不住地说了许多难以入
耳的狠话。
小雪犀利回击，两人瞬间反

目成仇，打成一团。
扭打中，小雪拿起高跟鞋朝

娟子的头砸去。看到头上的鲜血
直流，娟子边报警边吼道：“我让
你今天出来，明天再进去！”

小雪害怕不已，有了和娟
子同归于尽的念头。恰在此时，
娇娇敲门回来，她便喊着娇娇
过来帮忙：“你快过来帮忙，
不然我们俩谁都跑不掉！”

娇娇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事，但小雪喊她帮忙，她便
上前按着娟子的手，并用枕头
捂着她的脸。而小雪用尼龙绳
缠住娟子的脖子，将她勒死。

事发后，小雪和娇娇不慌
不忙处理完现场，还拿走了娟
子包中的两只苹果手机和3000
元现金，包括娟子脖子上的白
金项链。

小雪坐车到朋友小王家，
告诉他说自己和娟子打架，一
失手把娟子打死了。

小王大惊失色，当即找来
另一位朋友一起劝小雪自首，
但小雪死活不肯。

4月 21日，小王报了警。
4月22日，小雪和娇娇被刑事
拘留。
近日，小雪和娇娇因涉嫌故

意杀人罪被武进区人民检察院
依法批捕。$文中三位女子皆为

化名% %孙晓娟 贺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