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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排污不合理，业主财物受损失

污水涌进家门
该找谁去索赔

律师：物业公司要担责，开发商和设计方负连带责任
李荣华老人做的木艺桌子、板凳，成了家中别具一格的摆设。

回家刚打开家门，
就被房内涌出的水冲得
两脚湿！抬眼一看，才发
现家中积了将近20厘米
深的水，鞋子、积木都漂
在水面上。 这是家住长
沙雨花亭华银园的业主
谭女士近日的遭遇，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边角余料
“变”宝贝
左邻左舍都抢着要
长沙天心区李荣华老人免费传手艺，帮扶残疾人就业创业

■实习生 皮艺 李怡飞
记者 龚化
由于家中地板遭污水泡坏，谭女士已将地板全部起出。

【业主】
家中遭水淹，向物业索赔

谭女士家住华银园小
区12栋202，由于孩子要高
考，谭女士全家外出陪读，
平常很少回家。8月30日事
发当天， 谭女士回家照顾
花草， 见此情景她马上通
知了家里人， 一家人迅速
将情况向物业作了说明。
“物 业 派 了 一 个 管 道
工来给我们疏通。”据谭女
士说， 管道工当时判定她
家进水的原因是“因为污
水管道排设不合理， 下水
不畅，又未及时清理，才引
发了下水道回流的现象”。
随后， 物业方一个姓
肖的副经理也赶到了现
场， 谭女士与其签订了一
份情况说明书。 双方确认
了三点事实：1、 三房两厅
及阳台都溢满污水， 木地
板出现拱起；2、 事发原因
与业主无关；3、 疏通完后
物业公司将派人清理。

由于进水， 谭女士估计
家中遭受了近十万元的损
失。根据入住时签订的条款，
谭女士认为物业公司对小区
内房屋的公用水管有疏通义
务。 而自己的损失是因物业
公司不作为引起， 所以她决
定向物业公司索赔。

【物业】
签字属“
被迫”，赔偿不可能
9月2日，记者陪同谭女士
一起来到了物业公司，但工作
人员称负责人不在。记者拨打
了一位姓易的负责人的电话，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初物业方
是
“
被迫”在情况说明书上签字
的：
“
当时我们派管道工过去的
时候，水还只是漫到她家的厕
所。但他们坚持不让我们疏通，
我们怕殃及其他住户才不得
不在情况说明书上签字。”
对于谭女士指责的“物
业公司不作为”，易姓负责人
反驳：“物业前段时间才刚刚
对化粪池进行了一次清理，
这些都是有票据证明的。何

况她家已经两个月没交物业
费了， 出事后我们还不是第
一时间派人进行了疏通？”
对于谭女士的索赔要
求，这位负责人表示不接受：
“管道排设出问题应该是开
发商的责任， 不应该由物业
公司来承担责任。”物业方建
议谭女士通过法律途径来解
决此事。

律师说法

开发商和设计方
要负连带责任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的陈平凡律师表示：“由于
小区公共设施、 污水管网
设计等原因导致污水反
流， 给业主造成财产损失
的， 应由开发商和设计方
负连带责任。 本案中的业
主在入住前已经与物业公
司签订了相关合同 协 议，
业主可以据此要求物业公
司承担相应的责任。”

用左邻右舍住房装修后的边角余
料，在4年时间内制成了500多件工艺桌
子、凳子等小家具。 长沙市天心区友谊
社区78岁的李荣华老人在这种自得其
乐的制作爱好中，不仅让自己的病情得
到了缓解，也帮扶了社区10余残疾人创
业、就业。
为方便李老向残疾学徒传授技术，
友谊社区已成立了残疾人木艺DIY工作
室，目前正在筹建残疾人手工艺品义卖
网站。

4年制成500多件工艺品
78岁的李荣华老人家住长沙市友
谊社区别墅园，退休前在长沙市五金公
司工作。2006年1月，李老被确诊为肺癌
后，医生说他最多只能活三个月，不料
他将时间投入到自己的制作爱好后，生
命奇迹般地延续下去。
李老一有时间便到外面散步，看到
小区一些垃圾站有别人装修剩下的边
角余料，他就会捡回家。“有实木地板，还
有大芯板材等。”李老告诉记者，他把捡
回来的“材料”放到自己家的车库，然后
买回五金、工具等，开始创作。
4年时间里，李老用边角料共制作了
500多件工艺桌子、凳子、遥控器架、毛笔

架、纸巾盒、食品架等小家具。慢慢地，李
老家的车库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工作室，
社区居民听说后，纷纷前来参观。有时大
家看上了李老制作的小家具，想购买，但
是都遭到了拒绝， 因为李老定下了一个
规矩，所有的物品只送不卖。

免费教10余残疾人学艺

当李老制作的小玩艺越来越受
大 家欢 迎 时，也 有 很 多 邻 居 慕 名 想 来
学 艺。
此时，李老也萌生了以自己的手艺
帮扶残疾人创业、就业的念头，从今年5
月18日“助残日”开始，李老免费招收残
疾人学艺。
残疾人林兵因为自幼患小儿麻痹
症变成肢体三级残疾，一家人的生活陷
入了困境，后通过自己的创业开了家干
洗店。了解到李老可免费传授技术帮助
残疾人后，他非常激动，因为他自己亲
身体会了创业的艰辛，认为这是一项帮
扶残疾人创业的可行项目，他也利用休
息时间，与社区其它残疾人一起加入残
疾人木艺DIY制作， 共同解决在创业中
的困难。目前，前来跟随李老学习木艺
制作的有10多位残疾人。■记者 何志华
通讯员 谭荣 实习生 唐章才

超市特价商品价格半年三变
消费者质疑其中有“潜规则”
物价：打折商品必须标明5日内有记录的销售原价
日前市民拨打本报新闻热线称，在
超市购买同一商品，一个月价格却变动
几次， 有的特价商品竟然还经常调价。
市民纷纷质疑： 超市是否存在价格欺
诈，超市价格随意浮动谁监管？

案例一：一双袜子一个月贵了3元
家住长沙市活力康城的任娭毑拨
打本报新闻热线称，她7月18日在某超
市帮老伴购买了一双“情怡竹纤维商务
男袜”， 当时男袜专柜标明了是5折，收
银的价格是11.92元一双。8月21日，任
娭毑和老伴再次来到该店想再买两双，
可是收银时发现， 同样的袜子却收费
14.9元一双。任 娭毑 觉 得很 奇怪 。“同
样是5折，为什么时隔1个月价格就会相
差近3元？袜子的原价到底是多少？”
于是，任娭毑拨打超市服务热线，得
到的答复只是“你觉得贵了可以来退
货”。任娭毑告诉记者，“我们真正的不
是在乎这几块钱，而是超市的一个诚信
问题， 希望超市给市民提供一个明确、
透明的商品价格。”

案例二：特价商品价格半年三变
由于搬了新家， 需要清除装修异
味， 家住河西的邹先生今年2月份在一
家超市购买了超市“特价商品”1000克
的优克竹炭， 当时的单价为19.9元。5月
份的时候， 当邹先生来到该店时发现，
超市同样的位置、同样打着“特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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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1000克优克竹炭，单价竟变成了29.9
元。“我觉得好奇怪的，超市特价商品竟
然也能调价。”更让他意外的是，今年7
月，他来到该超市闲逛时，竟发现1000
克优克竹炭的“特价商品”单价又变回
了19.9元。
对此，市民王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商
家的潜规则，虽然每件商品只是多收了
几块、几毛钱，但如此下来，一天、一个
月、一年商家就可以获取暴利。

部门回应

“打折商品必须标明
5日内的销售原价”
长沙市价格监督检查局负责人
表示， 超市商品价格基本都属于市
场调节， 但是物价部门要求打折商
品标签必须标明商品的原价和折扣
价，尽量注明打折原因。
为了避免虚拟原价， 要求标签
标明的原价必须是5日内有电脑销
售记录的。该负责人表示，如有价格
出入市民可和超市协商退款， 也可
向物价部门投诉， 物价部门会根据
超市主观意识， 如果有意就属于价
格欺诈，将会处以5000元的处罚。
■记者 何志华 实习生 王敏 唐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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