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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维权，遭开发商棍打？
事发郑州，开发商：保安先遭殴打，才防卫还手的
□记者 田育臣 实习生 张晋琪 文图

核心提示 | 昨天，一段名为“郑州升龙天汇广场开发商组织 100 多人殴打业主”的视频，在网上疯转。为何发生“械斗”？真相究
竟如何？大河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业主 |“手拿棍棒，见到我们就追着打”
昨天，在郑州中原创伤手
外科医院，记者见到了被黑衣
人打伤的孙先生和王先生。孙
先生说，5 月 10 日上午 10 点，
在升龙天汇购房的100余名业
主，
身着白色衬衣，
拉起条幅到
该售楼部门前维权。
“我们十几
个人拿着旗子，其他人拉着条
幅，只站在广场上，没骂人，也
没打砸”，孙先生称，他们一直
从上午站到下午。下午 2 点
半，不少业主回家，仅剩 50 余
黑衣男子持棍殴打白衣男子（视频截图）

开发商 | 保安遭殴打后才还手防卫

事发 | 网曝“百名黑衣人围殴业主”
该视频时长 1 分 54 秒，配的
文字称，开发商合同违约，业主在
升龙天汇广场讨说法，开发商组
织 100 多人围殴业主。
记者在视频中看到，
两名身穿
黑衣、手持长棍男子，跑着追打 3
名白衣男子。其中，
黑衣男用长棍
打到一名白衣男身上，
发出
“啪啪”
的声音。顿时，四周响起“升龙打
人了，
升龙打人了”
的呼喊声。
视频还显示，升龙天汇广场
路边的红绿灯上，绑着一个音箱，
售楼部广场被喷了“黑心”字样的
红 漆 ，广 场 上 全 是 嘈 杂 的 人 群 。

名业主在场。这时，
“60 多个
人从售楼部冲出来，穿着黑衣
服，手拿棍棒，见到我们就追
着打”。孙先生说，他的头和
手便是这时被棍子打伤的，他
倒地后，几个人踹了他一脚，
导致他背部受伤。整个冲突
一直持续了约 10 分钟。
昨天，记者从医院了解到，
冲突中受伤的 2 名业主，1 人
额头、右手和背部不同程度受
伤，
1 人头部受伤。

视频 1 分钟左右，3 名着浅绿色制
服的男子和 2 名黑衣男子拿棍敲
打音箱，随后将其扯下摔到地面，
之后，
身穿制服人员走向售楼部。
昨天，记者联系到当时在现
场的刘女士。刘女士说，视频中
的一幕发生在 5 月 10 日下午 2 点
半左右，
“黑衣人打伤了十几个
人，2 个人受伤住院了”。刘女士
介 绍 ，自 己 是 升 龙 天 汇 的 业 主 。
2013 年在这里买了房，1 个月前，
业主发现开发商合同违约，一直
在售楼部维权，
“ 没想到，开发商
保安拿着棍子打人”。

昨天，记者来到嵩山路与
农业路交叉口的升龙天汇广
场售楼部。该售楼部项目负
责人朱正说，黑衣男子是他们
的保安。
“那天，一群人也不出
示身份证，先动手打了保安，
保安无法忍受才还手。”朱正
说，
5 月 10 日上午，
100 多人手
持条幅来到广场上，
“ 十多个
人拿着绑白旗的棍子，多次来
售楼部门前‘挑衅’”。当时，
一些人向售楼部门上扔东西，
在地上喷红漆，辱骂工作人
员，用棍子戳门等，导致售楼
部无法正常营业。
他介绍，5 月 10 日下午 2
点半左右，四五十人在广场上
扯条幅，十多个人再次来到门
前
“堵门”
“
，保安制止对方遭殴
打，
才还手防卫的，
保安手里的

棍子，是从对方手里夺 过 来
的”
。昨天，
朱正专门向记者出
示了当时售楼部工作人员拍的
视频。从视频可以看到，
售楼部
玻璃门上有一大片不明液体，
七
八个男子站在门口一直用棍子
向门缝里戳；
不一会儿，
四五个
保安从售楼部走出，从台阶走
向人群口中说着什么，这时，
手持带旗棍子的业主，朝保安
头上敲打，双方厮打起来。
对于朱正说的“扔东西、
喷红漆、
辱骂工作人员”
一说，
王
先生称，
当时，
他们只是在喇叭
中播放了开发商私自违约、
欺骗
业主的口号，
在地上喷了红漆。
朱正表示，他们也有 3 名保安
被业主打伤住院，
至于伤情，
他
说，
“比较严重”。目前桐柏路
派出所已介入调查此事。

说法 |
开发商涉合同欺诈
业主可起诉
昨天，棉纺路办事处有关
负责人称，
升龙天汇与业主的矛
盾已持续一个多月。他们也一直
在协调相关部门做好工作，
未果。
据 业 主 刘 女 士 介 绍 ，此
前，升龙天汇宣传时强调“人
车分流、人车分层”，她认为，
地上停车位与这一宣传不符，
涉嫌虚假宣传。昨天，刘女士
拿出自己的购房合同向记者展
示，合同附件二第 4 条其他设
施的约定（3）显示，
“按规划配
建的停车位 32537㎡，其中地
面×㎡，
地下 32537㎡，
其产权
地下车位属于出卖人所有，
出卖
人采取出租或出售方式向小区
业主提供”
。她认为，
该合同中
出现
“×”
，
说明地面没停车位，
但临近交房，
业主们却发现开发
商在地面建了地上停车位。
对此，朱正称，小区地面
规划的停车位，在规划局备过
案，他们无权修改，而“×”代
表买卖双方不作约定，
因此，
他
们并未违约。
“如果觉得我们违
约，
可以通过法律途径，
但不能
暴力维权”。而对于规划局备
案一事，多名业主称“确有此
事，
已到规划局查询过”。
对此，河南中锦律师事务
所李鹏辉律师认为，
升龙天汇
规划时有地上停车位，若开发
商前期宣传了“ 地面无停车
位”，合同又与规划不一致，他
个人认为，开发商对合同约定
未尽到提前告知义务，已涉嫌
合同欺诈，业主可向法院提起
诉讼，
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

微笑日，蒙牛总裁孙伊萍开启“最美”第一课
□记者 韩谨伊 文图
“小朋友，微笑是怎样的呢？
“
”我知道，
牙齿露出来”
“
、嘴巴咧开……”
5 月 8 日，
世界微笑日，
蒙牛总裁孙伊萍以公益教师的身份，
来到湖北恩施
海拔 1600 米的柳林荒教学点，为这里的孩子带来了一堂别开生面的营
养课（如图），开启了 2015 年蒙牛“我回老家上堂课”的序幕，这也是自
2012 年活动开展以来，
孙伊萍第三次到偏远山村给孩子们上课。

今年的第一堂课来到柳林
荒，要源于孙伊萍和柳林荒教学
点“扁担爷爷”王永祝老师的一
个约定：2013 年春末，正值最美
乡村教师推选，王永祝老师的故
事，深深打动了孙伊萍，她原计
划去学校看望孩子们，但工作原
因最终没有成行。那一年教师
节前夕，她与王老师约定，一定
要去给孩子们上堂课。
8 日这天，当远远地看到孙
伊萍，王永祝和孩子们都十分兴
奋。走进教学点，王老师便带着
孙伊萍和志愿者们参观起了改
造后的
“未来星”
校舍，
自从 2013
年王老师“扁担爷爷”的故事被
很多人获知后，除了蒙牛，蒙牛
的小伙伴也纷纷给这里送来了

需要的物资和资金，他们捐赠的
7万多名师生在活动中受益。
20 万元已用于校舍更新，如今
随着孙伊萍第一堂课的进
一眼望去，教室窗明椅净。
行，
2015 年蒙牛
“有你最美”
——
二十几个孩子围坐成三排， “我回老家上堂课”系列课程也
孙伊萍老师开始给他们讲营养
将展开。据悉，
“快乐男声”全国
课。为了让课堂生动而有趣，孙
总冠军陈楚生将接棒下一站，回
老师还特意带来了各种“食材教
到家乡三亚，为孩子们带去生动
具”。
的一课。除了名人上课，今年蒙
巧的是，当天还有一个小朋
牛还将携手更多生态圈伙伴，通
友过生日，孩子们和孙老师在烘
过大学生支教、
教师培训、
资源共
焙的蛋糕上共绘爱心笑脸，共唱
享等举措，真正持续性地帮扶更
生日快乐歌。
多像柳林荒这样的
“微小学”
。在
三年来，蒙牛协同 108 家公
不断的实践下，正有越来越多的
益合作伙伴，
88 余位各界爱心人
社会力量加入蒙牛“我回老家上
士，
深入乡村开展了
“我回老家上
堂课”
的行列中来，
用一点一滴的
堂课”
活动，
课程包括音乐、
体育、 努力，为乡村教育带去关注，打
影视、
商业多个门类，
活动累计覆
造更美好的明天！
盖22个省份，
400多所乡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