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预售证比我们晚的楼盘都收到了
幼升小、小升初的配套摸底通知，为何我
们没有？”长沙市民陈先生很是气愤，“当
时就是奔着梅溪湖教育资源买的房，现

在孩子到了入学年龄却没有可读的学校。”近日，长沙华润琨瑜府业主
向三湘都市报记者反映，开发商为促销虚假宣传、调换合同。对此，开
发商相关负责人表示， 学区问题教育局已做出了回应，
对合同抽页一事“不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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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个手机号， 就接到
银行催收电话， 说我欠了
10万元信用卡。”4月23日，
肖女士向三湘都市报记者
投诉称，2018年12月，她在
娄底市湘楚通手机连锁涟
钢店购买159号段手机号，
用于办理家庭宽带。 手机
号入网使用后， 肖女士先
后收到2家银行的信用卡
欠款催收电话及短信，“对
方说我欠了 10万元信用
卡，要求我立刻还款，否则
影响征信。” 通过询问，肖
女士才知道， 自己购买的
是一个销户被回收二次上
架的手机号码，原机主“吴
雪”才是欠款人。

2018年12月25日，肖
女士在店员推荐下， 在娄
底市湘楚通手机连锁涟钢
店办理中国移动家庭宽带
套餐。“3个移动手机号组
网， 其中一个号码保底消
费38元， 再支付50元光猫
押金，就可免费获得100M
宽带2年使用权。” 肖女士
介绍， 为满足宽带组网要
求 ， 她 在 店 内 选 择 了
159xxxx2250的手机号。

“号码用了不到一个
月，接到四五次银行催收电
话，2家银行的欠款合计有
10万元。” 肖女士告诉记
者，尽管在电话中再三强调
自己并非前机主“吴雪”，但
银行仍然不定期通过电话、
短信等方式催款。

2019年 4月 22日，某
银行再次发信息给肖女
士，如果不及时还款产生
的不良信息，银行将提供

给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吴雪用该手
机号注册过淘宝、天猫，现
在均被限制登录。 花钱买
的手机号，却给我添了不
少麻烦。”

“吴雪换手机号逃避催
收电话，现在我成了‘背锅
侠’。”肖女士前往营业厅询
问得知，自己购买的是一个
销户被回收二次上架的手
机号码，工作人员建议肖女
士更换手机号。但肖女士认
为，换手机号后需要更改已
使用软件个人信息，因此希
望运营商在不换号的情况
下与银行方面沟通，避免短
信骚扰。

经过协商，肖女士告诉
记者，门店表示会将情况汇
报至总公司。随后，记者联
系上中国移动湖南分公司
有关负责人，他表示，将了
解消费者诉求后，给消费者
一个满意的答复。

业内人士透露，手机号
码被注销后， 运营商会删
除前机主的所有个人信
息。为避免资源浪费，不少
号段手机号码在被注销一
段时间后，会再次启用，但
运营商没有权限同步删除
前机主在互联网平台注册
的账户。

如何规避二手手机号
带来的信息泄露隐患？上述
业内人士认为，号码持有者
在换号、注销时应做好信息
删除工作，“用户尽量不要
选择186、159等老号段，防
止信息骚扰。

■记者 黄亚苹

赢在起跑线上，“学区资源”
历来就是开发商招揽买家的“制
胜法宝”。

2018年1月 ，陈先生购买了华
润琨瑜府一套164㎡的四居室，均
价9971元/㎡，“购房时， 置业顾问
说周边有博才梅溪湖小学、长沙市
一中岳麓中学等，随便分哪都是好
学校， 还说梅溪湖均为微机派位，
结果仅华润琨瑜府微机派位。”

“南山梅溪一方、 福晟翡翠湾
等，获得预售证比我们晚，均已划分
配套入学资格。”今年4月，眼看着报
名时间将近， 陈先生很是着急，“我

孩子6岁了， 却没有可读的学校。还
有20多名业主面临同样窘境， 去教
育局一问才知是开发商没备案。”

更让陈先生气愤的是， 合同
也疑似被抽页，“今年1月开发商
把合同收上去，4月14日拿到正式
合同，却发现合同原装订位置的订
书针被拆掉，又在另一处进行了装
订，骑缝章也缺了1/4，附件三、四、
五右下侧买受人签字不见了。”

“合同内容还不一致。” 陈先
生说， 他草签合同上写有小区内
设有背景音乐系统等条款， 正式
合同却并未标明。

六年前，从广东归来的浏阳大瑶
人何运行， 一头扎进海拔700米的大
山深处，“种”起了竹子酒。酒香不怕大
山深，仅仅几年，藏于深山的竹酒，便
已走出国门，远销老挝、韩国、日本等
地。一个藏在山村里的“种”酒基地，
年产值已达到200余万元， 还带动了
乡亲们在家门口致富。

古时好酒之人曾把美酒藏于竹
林之中，经过竹节的发酵，味道清冽
自然，竹体作为盛载美酒的容器一直
代代相传，被大家称为活竹酒。

出生于1977年的何运行，是个土
生土长的“山里娃”。18岁时，他只身
前往广东打工，辗转深圳、惠州等地
推销白酒。 在一次与朋友的聚会上，
他突然有了做竹酒的想法：把酒“灌”
进新鲜的竹子中，酿出甘甜清香的竹
酒。众人一拍即合。

想易做难。用竹子作为天然的藏
酒室， 但也不是任何竹子都适合灌
酒。还有，一根竹子灌多少酒合适？一
系列问题摆在何运行的面前。

2010年春天，正是春笋生长的季
节，何运行与朋友合作在福建三明市
的一片深山开始了反复试验。“整整
试验了4年，自己才摸索出门道。”

2014年，在长沙市林业局及浏阳
相关部门的热情邀请下，何运行决定
带着竹酒回家乡创业。如今，何运行
研发的竹酒， 已出口销售至巴西、韩
国、日本等国。在国外，其竹酒销售价
超过400元/瓶。

除了在家乡浏阳市大瑶镇老桂
新村拥有生产基地，何运行还在湖南
怀化、新化、南岳、攸县以及广东龙门
拥有六个生产基地。 何运行介绍，通
过开发竹酒， 提升了竹子的附加值，
直接带动20多个农民家门口致富。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叶宗

奔着教育资源买房，孩子入学却犯了难
长沙华润琨瑜府小区20多名业主陷窘境 教育局：开发商未备案，入学问题会统筹安排

■记者 卜岚

学位房：指只要购买了该房源就享有上学名额，一般所带的学
校性质为私立或联合办学，只有一个孩子的指标。学位房不受户口
的限制，这也是它区别于学区房的一大优势。

学区房：是针对九年义务教育而言的，是由政府在每学年根据片
区入学生源情况划分出来的。 买了学区房只是具备了优质学校随机
派位的资格，能不能进还得看学校的容量和报名的人数等。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4月20日，
记者来到了位于岳麓区的华润琨
瑜府营销中心。该楼盘项目客服经
理和项目副总均参与了沟通会议，
不过自始至终， 项目副总一言不
发， 项目客服经理也多次以不清
楚、不了解、不接受采访来推脱。

“今年长沙市划分学区的时候，
华润琨瑜府已经错过了上报时间。”
岳麓区天顶街道党委副书记卢艳表
示，街道曾多次组织开发商、业主代
表进行协商，但尚未得出结果。

4月23日记者了解到，岳麓区
教育局就此事给出了回复文件。
文件显示， 未划分学区的楼盘需
由开发商到区教育局提出学区划
分申请，而该楼盘正在建设当中，
前期开发商向教育局报告楼盘子
女入学需求时， 教育局已完成今

年的学区划分功能工作。
同时， 该回复也给出了华润

琨瑜府业主子女入学方案：已购房
业主子女如有入学需求， 在8月31
日前可报至开发商或物业公司处，
由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统一到岳麓
区教育局教育科备案，符合入学条
件的， 由岳麓区教育局统筹安排，
原则上在梅溪湖片区解决。

合同抽页问题是否属实？华
润琨瑜府项目客服经理王先生表
示，“4月20日，我们才知道有抽页
的现象。不过这是同事经手的，具
体情况不了解。”

合同审核无需领导签字？抽页
情况业主上周就报告置业顾问，为
何项目副总仍一无所知？面对记者
的疑问，王先生不置可否，以不接
受采访为由着急离开会议室。

“周边小区配套入学，我们孩子无书可读”

“不清楚、不了解、不接受采访”

竹子里“种”酒
带动乡亲家门口致富

换个手机号，莫名背上
“10万元信用卡欠款”
真相：销户号码原机主才是欠款人

“销售不实承诺，是误导购房者的行为”
湖南海天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李春光认为，置业顾问称该片

区都是微机派位，结果只有华润是微机派位，其他楼盘均为配套入
学。这是一种误导购房者的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
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

“此外，合同是双方权力义务的书面表现形式。开发商把合同回收
后擅自更改合同内容无效。”李春光表示，开发商“抽页”行为违反了《合
同法》第八条规定的依合同履行义务原则，“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否则应承担违约责任。”

链接 学区房和学位房

回应

4月23日，华润琨瑜府业主陈先生正在营销中心核对合同。 记者 卜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