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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女士在望城区时代倾城小
区租了个房子， 开办了一家艺术
培训学校。今年6月底，楼下的两
家商铺业主反映， 天花板出现了
渗水的情况，应该是楼上漏水了。
刘女士检查确认， 是自家的卫生
间漏水， 但并不算严重。“漏水是
个老问题。”刘女士说，考虑到学
校还在上课， 一直就没有对卫生
间进行维修。

8月14日， 趁学校还在放假，
刘女士决定找个师傅上门做补
漏。在“58同城”上，她搜到一家名

为“雨虹”的防水补漏公司，装修
过房子的刘女士也听过这个品
牌，拨通页面上的电话后，对方表
示，会尽快安排师傅上门。

次日，维修人员如约而至。刘
女士告诉记者，一番检测后，维修
人员说，卫生间的防水有问题，可
以用防水材料修补，“胶水1斤80
元，用多少收多少，免手工费，保
证5年内不漏水。”

沟通当中，维修人员说这个卫
生间补漏耗用胶水量不大，“大概需
要四五十斤，总价三四千块左右。” 本报9月6日讯 “消防

通道是生命通道， 如果被占
用， 万一起火了都跑不了。”
连日来， 数名市民向本报反
映， 湘潭市锦红电商物流产
业园内原本的消防通道，却
被违章建筑堵得满满当当，
甚至有人在消防通道内从事
经营活动。

9月6日， 记者实地走访
一探究竟。上午,记者来到该
园区,厂房尽头一条消防通道
被铁皮房“占用”。 知情人介
绍,�锦红电商物流产业园厂
房为统一规划建设，但除了统
一规划的主厂房外，东南方数
十米的消防通道上拉起了自
动栅栏门， 搭起了铁皮棚，更
是建起了不少铁皮房。

记者采访获悉， 占用消
防通道的企业为湖南俊迪智
能清洁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俊迪清洁）, 主要从事床单、
被套、 毛巾等公共纺织品的
洗涤。 而俊迪清洁租赁的是
锦宏重工业机械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的闲置厂房。

铁皮房有4米高，占地约30
平方米， 房顶有管道连接厂房，
大门紧锁，铁皮门外还有一道闸
门。记者透过门缝发现内有大型
燃气锅炉和大量电缆设备。

“多年来，俊迪清洁为了用
地所需， 直接在消防安全通道
上搭建违章建筑从事经营。”爆
料人直言。

根据《消防法》第二十八条
规定， 任何单位、 个人不得占
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
出口、消防车通道。如有单位违
反本法规定，责令改正，处五千
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个人
违反本规定的处警告或者五百
元以下罚款。

下午， 记者将情况反馈至
湘潭市消防救援支队， 当地消
防现场检查发现确实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消防通道必须保证
4米宽，不得占用、堵塞，已对该
单位做出相关处罚， 限期整
改。”现场检查员表示，消防通
道不得私设闸门， 厂房消火栓
未设水枪，消防设备不齐全。

■记者 张洋银

本报9月6日讯 96岁娭毑
走失6小时后被民警安全送回
家、 涉嫌入室盗窃的嫌疑人作
案当天被抓获、 交通肇事车辆
迅速被找到……宁乡市利用智
能大数据分析技术加强平安城
市建设， 助力公安侦查人员第
一时间找人、寻车，为守护一方
平安作出新贡献。

这是宁乡市建设“智慧城
市”以来，硬件设施不断完善之
后， 宁乡公安利用智能视频大
数据分析技术， 快速确定人员
身份，精确锁定人员行踪，精准
分析数据， 建设平安宁乡的缩
影。2019年以来，宁乡市公安局
通过视频侦查，抓获盗窃、诈骗
等犯罪嫌疑人110余人， 服务、
救助群众80余起。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得
知， 宁乡平安城市平台接入了
全市天网工程数千个视频摄像
头， 可以全方位为社会管理服
务。 记者在宁乡城市运营中心
看到， 在涉及机动车的治安案
件、 交通事故的处理和交通逃
逸的侦破中， 输入宁乡市内任
一车牌号， 可以准确识别视频
画面中车辆的车牌号码信息、
车身颜色信息、机动车车型、机
动车车标等相关信息， 比对分
析、轨迹追踪等，可为交通逃逸
事故侦破提供线索和证据，协
助公安机关破获交通事故逃逸
案件。“宁乡市平安城市建设通
过三防系统（技防系统、物防系
统、人防系统）建设，可满足治
安管理、城市管理、交通管理、
应急指挥等需求， 维护城市的
平安和谐。”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洪美华

通讯员 姜润辉 王凯

网上找“专业补漏”，补完后漏水更大了
市民投诉：对方收了5000元没解决问题 防水公司：已退还2500元，还在进一步协商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龚怡菲 覃久凌

房屋漏水是一个让不少人头疼的问题。不少市民图方便就从网
上找来所谓的“专业补漏”公司上门服务，这些公司真的靠谱吗？

一个卫生间，光防水材料就要7488元，签的合同没有公章，付
款5000元还没有发票……最关键的是，花了大价钱，房子漏得更厉
害了。这是长沙市民刘女士的遭遇，她打过12315投诉电话也报过
警，事后，对方退还了2500元。

对于卫生间漏水， 刘女士确
实伤透了脑筋。而且开学在即，卫
生间也没法全部敲掉大动工，刘
女士就同意了施工。

随后， 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合
同。 记者在刘女士提供的这份合
同上看到， 工程按材料的斤两计
算， 每市斤78元， 工程总造价
7488元，并“保证5年内楼上楼下
都不漏水”。不过，合同方并非“雨
虹”，而是“长沙名诚防水工程有
限公司”，而且还没有盖公章。

施工期并不长， 刘女士就在
一旁看着。“对方提来两桶透明的

防水材料。”刘女士说，对方在卫
生间蹲便器旁边的瓷砖上打了个
洞， 然后就用管子开始往里面注
入桶里面的材料。不过，材料用量
大大超出预计， 按维修人员的说
法是灌入了96斤，按78元每斤算，
总计7488元。

经讨价还价，公司维修人员
最终同意只收取5000元的材料
费。8月17日，学校开课，卫生间
也投入使用。 但让刘女士始料
未及的是， 漏水问题不仅没有
解决， 反而越发严重，“楼下就
像下雨一样”。

卫生间漏水，网上找防水补漏人员上门

灌完96斤胶水，漏水更加严重

湖南江海洋律师事务所李晓龙律师认为，刘女士所签订的
合同属于承揽合同，防水工程承揽人未按合同规定的质量完成
工作，定作人刘女士同意接收的，可以按质论价；不同意接收
的，可以要求承揽人负责修整，并承担逾期交付的责任；经过修
整后，仍不符合合同规定或使用要求的，定作人有权拒收，由此
造成的损失由承揽人赔偿。

李晓龙律师同时提醒，消费者在签订合同时，一定要看清
合同的相对方，刘女士虽然最初联系的是“雨虹”公司，但是与
其签订合同的相对方的确是“名诚”公司，从合同的相对性来
说，刘女士只能追究合同对方的违约责任。

防水公司：还在进一步协商解决

刘女士急忙给防水公司打电
话，防水公司的维修人员到了现场
再次作业，但依旧没有解决问题。

8月30日， 刘女士再次给防水
公司打电话，“此前那名维修人员已
经不再接听电话”， 刘女士告诉记
者，防水公司倒是派了另一名维修
人员上门，漏水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刘女士当着维修人员的面拨打了
12315投诉电话，并报了警。

最终，警方出面协调后，防水
公司退还了刘女士2500元费用。

9月5日，记者找到该公司所在地，
但公司大门紧闭。 记者拨通该公
司一王姓负责人电话， 该负责人
称他不在长沙， 并解释， 他们与
“雨虹” 的一些加盟店有合作，刘
女士的单子是对方委派给他们公
司做的，不存在虚假宣传；此外，
工程也是他们在征得业主同意之
后才施的工。

9月6日， 防水公司王姓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还在进一
步与刘女士协商解决这个事情。

提醒

律师：消费者签订合同时一定要看清

“铁皮房”霸占消防通道？已限期整改
事发湘潭市锦红电商物流产业园内，消防介入

寻人没结果、
抓人没方向？
大数据来解决

▲铁皮房内有大型燃气锅
炉和大量电缆设备。

▲湘潭市锦红电商物流产
业园内一条消防通道被铁皮房

“占用”。 记者 张洋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