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记者 罗水元

本报讯 罗先生撕下新买二手房

“ 脸皮” 重新装修时遇到了难题：房

东原本是将两套房子打通使用的，但

出售时又“ 封”上分开销售，先买的

邻居已将通道公共墙体几乎全部独

占，影响了自家装修。

二手房现“ 空心”公墙
不久前，罗先生通过某房产中介

购买了恒业路31 3弄一套43.7平方米

的两室户老式公房。该老式公房原有

简单装修。罗先生买下后，就请装修

公司设计效果图，准备重新装修。

效果图设计好后，装修公司便进

场敲墙打洞，准备将原来装修拆掉从

零开始装修。然而，在拆除原来装修中

的厨房部位时，接到了隔壁邻居的善

意提醒：原来墙壁上的瓷砖和涂料，拆

卸时不好用大锤敲，需用其他工具小

心凿，否则会影响隔壁的装修。

罗先生让装修工人如是照办。结

果，小心凿的过程中大吃一惊：厨房

一面与隔壁邻居共用的墙体上，竟是

一个约两米宽、两米高的“ 门”，

“ 门”的大部分位置，已被隔壁邻居

用于安装木质壁柜了。

疑房东“ 打通房”分卖
罗先生问邻居，邻居说先于罗先

生不久买下并装修好这套房子，而这

两套房子，原来都属于同一个房东。

这扇门，其实就是邻居将两套房子打

通合用时的通道。

从“ 门”上方实体墙开裂情况来

看，这扇“ 门”非房屋原始建造时就

有。从“ 门梁”已锈迹斑斑而“ 门洞”

钢铁框架锃亮情况来看，“ 封门”行

为远在“ 开门”之后，极有可能就是

近期发生。

至此，罗先生恍然大悟：房东在

不想继续合用这两套房子后，就用这

个钢铁框架来“ 堵门”。由于钢铁框

架外面“ 包”了层石膏板，石膏板上

又刷了涂料，于是，这堵“ 空心墙”看

上去仍像“ 实心墙”，以致他购房时

没想到，也没有看出来。

新房东装修面临窘境
罗先生说，当初购房时，中介和

房东都没有如实相告，后来再去问中

介时，中介说不知情，而问房东时，对

方如同“ 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

他怀疑房东有意而为之，向他和中介

都有意隐瞒。

罗先生说，他认为邻居不该近乎

全部占用公共墙体中的“ 门洞”，但

邻居家已装修好，不便也不愿意拆除

或改动。

他原来的设计是，在这面公共墙

体中的“ 门洞”部位打上膨胀螺丝，

挂上脱排油烟机。但是，现在面对

“ 空心墙”内邻居壁柜仅一两毫米厚

的背板，装修工人连连摇头：“ 这么

薄的板子，别说打膨胀螺丝，就是普

通的钉子也不能钉———一钉，就要钉

穿壁柜背板。”

罗先生也想到了更改设计，但

是，43.7平方米的两室户，“ 螺蛳壳里

做道场”，与餐厅连在一起并借用了

卧室一角才4平方米左右的厨房位置

不能变，厨房的这三面墙，除了这面

“ 空心墙”外，另外两面墙中，一面安

装了门和窗，不能安装油烟机；另一

面正对门和窗，也不好安装油烟机。

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如不把

“ 空心墙”变成“ 实心墙”，确实不好

安装油烟机；而如果再在“ 空心墙”

外砌一道“ 实心墙”，原本就捉襟见

肘的厨房，将显得更为局促。

律师：受害者可以起诉
采访现场，青年报记者试图联系

这套房子的上家，但是，拨通对方手

机后，没有人接听。记者也试图联系

隔壁邻居，但当时隔壁家里没有人。

记者同时发现，被撕掉“ 脸皮”

的这套房子，除了厨房位置与隔壁邻

居有共用的一个“ 门洞”外，阳台部

位，也同样共用着一道“ 空心墙”。

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赵星海律

师认为，如此涉及房子重要事项的情

况，上家应该在交易前如实告知下

家，否则，下家可以从买卖关系角度

起诉上家，要求其将“ 空心墙”恢复

为“ 实心墙”，并赔偿罗先生因此造

成的损失。赵星海律师同时认为，公

共墙体为两户邻居公用，先装修的邻

居将“ 空心墙”近乎全部占用，影响

了后装修邻居对公共墙体的使用权，

先装修的邻居有义务排除其对后装

修邻居的侵权行为，否则，后装修的

邻居可以从相邻关系角度进行起诉，

要求对公用墙体的使用权，并向先装

修邻居索要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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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一元钱能做什么？在旅

游网站上，近的能去上海古猗园，远

的能飞到马尔代夫玩6天。以前是逢

节假日促销，现在是没节日也造节

搞特价。各种“ 1 元游”的特价活动

几乎是各家的主要招牌，一些在线

旅游网站甚至还推出了“ 1 元出境

游”的旅游产品。近日，国家旅游局

网站对外发布消息，针对同程、途牛

这两家旅游网站在互联网上以低价

招徕游客的经营行为，已责成相关

旅游部门约谈。而途牛方面也收到

了停止“ 1 元出境游”业务的整改通

知书。

两家网站明争暗斗抢游客
“ 途牛旅游节，放肆3折起”、“ 快

乐春游，门票1 折起”，昨天下午，青

年报记者打开途牛、同程的网站，仍

能看到这样的广告语。几乎同样的时

间段里，途牛和同程两家在线旅游网

站正以各类打折、低价产品竞相吸引

游客。

其实途牛和同程两家网站的明

争暗斗，在业界几乎家喻户晓。201 4

年3月，同程投入1 亿元，联合微信在

全国范围内率先推出1 元门票活动。

随后，同程再次宣布，追加2.5亿元，

在七八两月加推2000场次1 元门票特

惠，确保在整个暑期每天都会有30至

40个1 元景区推出。

途牛则是在201 4年8月推出“ 手

机上途牛，1 块去旅游”业务，提供数

百款“ 1 块”旅游产品、多款价值高达

数千元的旅游产品供用户秒杀，用户

仅需1 元即可出游。比如：201 4年8月

25日，途牛推出的“ 巴厘岛4晚6日

游”线路，杭州往返，4晚入住当地精

品酒店，该线路市场价约3900元，途

牛体验价仅需1 元。

而自从去年冬天开始，同程与途

牛把同行之间的私下“ 暗斗”搬上台

面后，两家的“ 撕逼”大战几乎就没

有消停。一个要“ 屠牛”，一个要“ 封

城”，两家几乎是集全体智慧和精力

封杀对方。

无论是元旦、春节等节假日，还

是在线旅游网站开辟的“ 双1 1 ”、

“ 双1 2”购物节，同程和途牛针锋相

对、打折促销的场面一个接着一个。

途牛“ 1元出境游”业务下线
在线旅游此种低价促销模式，已

在业界引起争议。“ 比如一些黄牛党

在网上买1 元门票，然后在线下加价

出售，这种现象非常普遍。”一些景

点负责人坦言1 元旅游促销使自由行

游客涌向景区，人数远超景区的接待

能力；更重要的是，在传统旅行社看

来，在线旅游企业借“ 1 元旅游”恶意

扰乱市场价格。

昨天，国家旅游局的一盆冷水

浇向了战火正酣的双方，要求其就

相关旅游产品成本构成作出说明。

国 家 旅 游 局 相 关 部 门 负 责 人 也 介

绍，近期将部署开展对以“ 不合理

低价”为主要特征的扰乱旅游市场

秩序行为的专项整治。“ 这类促销

行为已经明显低于成本，违背了旅

游法的相关规定，也扰乱了旅游市

场的秩序。”

针对“ 1 元出境游”业务被叫停，

途牛旅游网表示已将其“ 1 元出境

游”业务下线。途牛表示，今后将通过

创新经营模式、优化供应链等方式，进

一步降低运营成本，通过与银行、供应

商合作，以及营销活动等贴补消费者，

为消费者提供低价旅游产品。

同程网则强调，其“ 一元玩景

点”目前没有收到任何叫停通知书。

本次同程旅游节中“ 一元玩景点”活

动将继续进行。公司对本次约谈非常

重视，将认真学习行业主管部门有关

文件精神，进行全面自查。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本周末将迎来首个清明

祭扫小高峰，昨天，上海市殡葬行业

协会发布了201 5年清明市场警示，提

醒市民警惕避开“ 殡葬一条龙”服务

过程中的猫腻。

据介绍，目前，本市有殡葬代理

服务机构（ 一条龙）1 22家，从业人员

1 1 60名，中心城区有近75%的丧家办

理丧事委托“ 一条龙”代理，“ 一条

龙”已经成为市民治丧的重要选择。

据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市

“ 一条龙”在执行《 委托书》和《 殡葬

代理服务合同》的制度中，存在着较

为严重的违规现象，其主要表现为：

“ 一条龙”从业人员故意向丧家隐瞒

签订《 委托书》和《 殡葬代理服务合

同》的制度要求，而在丧家不知情的

情况下，以丧家名义填写《 委托书》

和《 殡葬代理服务合同》，并擅自签

上丧事承办人的名字，构成虚假合

同，严重侵害丧家权益。

为此，上海市殡葬行业协会发

出201 5年清明警示：凡本市市民家

庭办理丧事需委托“ 一条龙”的，应

验其证照，核其资质，并与之签订

《 殡葬代理服务委托书》和《 殡葬代

理服务合同》，避免丧家的合法权益

被非法侵害。

同时，“ 一条龙”应主动帮助丧

家办理在殡仪馆消费的信息反馈手

续，以确保丧家在殡仪馆办理完丧

事，上海白事热线962840能在第一

时间将丧家在殡仪馆的消费清单通

过短信平台发到丧家手机上，以保

障丧家在殡仪馆消费的知情权和明

白消费。

“ 打通房”分开卖 公墙一方独占
律师：可起诉房东和邻居

同程途牛低价揽客被约谈

市民委托“ 一条龙”代办丧事
须与之签《 委托书》和《 殡葬代理服务合同》

隔壁的橱装到了公墙里。 青年报 记者 吴恺 实习生 陆嘉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