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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南国今报》报道， 11
月 9日，刘女士在柳州市五星街一家美
容店做美容，刚从店里出来不久就感觉
脸上火辣辣的，并逐渐出现流水起泡等
症状。美容师指导刘女士只用敷面膜作
为挽救，并称不用吃药。刘去医院就
诊，医生诊断为敷麻药造成灼伤。刘欲
找店家协商解决问题，但对方却关店避
而不见。目前，有关部门已介入调查。
刘女士说， 9日下午 1时 50分，

她到柳州市五星街一家美容会所做水光
针美容项目，这已是她第 4次来该会所
打水光针了，前边做过 3次都没有出现
问题。打水光针之前，美容师先给刘女
士敷上麻药，以避免疼痛。刘女士说，
这次敷药时长约 2小时 20分钟，而前
面 3次比这次短得多。敷完麻药后，美
容师给刘女士打了水光针，然后敷了一
片面膜。当日下午 5时许，刘女士结清
水光针项目的 1111元消费款后离开会
所，当时脸上就开始发红。
当晚 7时许，刘女士通过微信将自

己即时拍下的照片发给美容师，称感觉
脸部“好红好辣”，脸色还越来越黑，
怀疑出了问题。美容师称“天气太干燥
了”，建议“马上敷面膜，这种天气每
天敷两到三次”。到晚上 9时许，刘女
士继续微信联系美容师，说自己的情况
“越来越恐怖了”，美容师回复说，多
敷几次就好了。一小时后，刘女士觉得
自己情况继续加重，询问美容师“需要
吃药吗”？美容师说“药不要吃”，并
说，“麻药很多人都是这样敷，很多人
超时敷也没有问题”。美容师还说会送
一些生物面膜给刘女士。
第二天，刘女士脸上出了水泡，

“口罩都被浸湿了”。但美容师说这不
是水泡，“有点像玫瑰斑疹，激素性皮

炎的一种”，并继续指导刘女士敷面
膜。 10日这天，刘女士收到美容师用
同城快递寄来的“生物面膜”。按照美
容师的指导，刘女士两天用掉了 4张面
膜。
走访中，记者仔细查看了刘女士提

供的“生物面膜”外包装，发现该面膜
没有生产厂家名字、地址和电话，属三
无产品。
到了 12 日，刘女士的情况依然不

见好转，只好来到柳州市中医医院皮肤
科就诊。医生诊断为麻药灼伤，并开了
外用药膏和内服药。
13日，记者见到刘女士时，她脸上

的水泡已经消退，但留下明显的黑斑，
还有脱皮现象。
事件发生后，刘女士一直希望与会

所负责人黄女士协商处理，也可以找一
家对方信得过的医疗机构进行鉴定。但
双方约好见面后，刘女士因就诊耽误
了。近几日，刘女士托朋友到美容店查
看，发现店门一直紧锁。 13 日下午，
记者来到该美容店门前，同样看到大门
紧闭。
14日上午，记者拨打为刘女士敷麻

药的美容师的电话，欲进一步了解情
况，但接听者否认自己与美容店有关。
目前，柳州市卫生计生监督所已对刘女
士的遭遇作了笔录，并介入调查。
15日，一名声称代表会所的律师联

系记者，说美容师和老板都在休产假，
不方便接受采访。当天下午，涉事美容
师的丈夫丁先生发短信给刘女士，称先
“不争事件的对错，不争责任谁多谁
少”，愿意“个人出钱”，承担后果。
但刘女士希望先搞清楚事件责任的主
体，合理合法处理此事。

本报讯 据《南宁晚报》报道，横
县的李女士参加朋友聚会，高兴之余喝
多了。男子黄某在送李女士回家后，竟
然半夜潜入其家中，意图不轨。所幸李
女士及时反抗，黄某才没能得逞。黄某
最后盗走李女士家的一台笔记本电脑和
两部手机。横县警方根据黄某的衣服口
袋布料， 9个小时快速破案。
11月 10日晚上，李女士受朋友邀

约参加朋友聚会。聚会结束后，聚会成
员黄某开车送李女士等喝醉的人回家。
11日凌晨 3时许，李女士回到家休息。
没想到，在李女士熟睡时，一名男

子潜入了她的房间，盗走一台笔记本电
脑和两部手机，还欲对李女士图谋不
轨。李女士惊醒后立即呼喊并极力挣
扎。男子随后拿起电脑和手机快速逃
离。事后，敌不过醉意的李女士又昏睡
了过去。直到早上 7时许，她宿醉消除
反应过来后，才报警。
横县公安局民警赶到现场进行勘查

时，发现了一块男式衬衫口袋的布料，
民警猜测可能是李女士挣扎时在男子身

上撕扯下来的。民警猜测，嫌疑人可能
与聚会上的人有关联。为了尽快抓住嫌
疑人，民警对当晚与李女士一同参加聚
会的男子一一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送
李女士回家的黄某。
11 日下午 4 时许，民警赶到黄某

的住处，当场将其擒获。民警在黄某住
处还搜查出其聚会当晚穿的衬衫，而这
件衬衫上刚好缺了一个口袋。经过检验
比对，该衬衫上缺的口袋和民警在案发
现场找到的布料完全吻合。面对铁一般
的证据，黄某最终承认了犯罪事实。
黄某交代，他送李女士到家时，看

到李女士家境不错，就临时起意要偷
窃，并偷偷留意了李女士家及周边情
况。黄某在把所有人都送回家后，又悄
悄折回李女士的住处实施盗窃，还意图
对李女士不轨。所幸李女士及时反抗，
黄某才没能得逞。据警方调查，黄某平
常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结婚，经常在
当地小偷小摸。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
办中。

做美容脸被灼伤
美容师称敷面膜就行

同伴聚会醉酒 他想“财色双收”

柳南万达 200多户业主遭遇烦心事

买了“带租约”公寓却收不到租金
每月 15日，本该是柳州市柳南万达广场万达华城 2栋 18楼至 29楼

的 200多户业主收到租金的日子。但 11月 15日这天，业主陈女士却没有
租金进账。为了弄清缘由，她首先来到广西中睿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睿公司”）办公室追索租金；随后来到柳南万达广场营销中心讨
要说法。当日，与陈女士一样前来追索租金、讨要说法的业主达数十人之
多。

和陈女士一样，万达华城 2栋
29 楼的业主徐先生也没有收到租
金。按照与中睿公司签订的房屋租
赁合同，该公司每月应当付给他租
金 2775元，但实际上，能够像他
一样在上月底至本月初从中睿公司
收到上一笔租金的业主，只有两
成。
徐先生是 200 多户业主集体

维权的代表之一，他向记者讲述了
事情经过。
去年，柳南万达广场置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柳南万达公
司”）以“铂金公寓”为名，发布
广告推销万达华城 1栋和 2栋。在
宣传单、促销网页等宣传品上，
“铂金公寓”的主要卖点为“带租
约公寓租金稳”“即买即收租”
等。一些宣传单上还明确标明公寓
所带的租约，就是引进酒店业态。

置业顾问在微信推销中表示，所引
进的酒店包括戴斯酒店这样的国际
酒店品牌。万达华城 2栋 18楼至
29 楼的 200 多户业主购买公寓
后，就与中睿戴斯国际酒店的管理
者中睿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
租期 15年。
按照租赁合同约定，业主们给

中睿公司半年的免租装修期。从今
年 6月 15日开始，虽然戴斯酒店
还没有开业，但酒店管理者已开始
向业主们支付第一笔租金。之后，
中睿公司每月按时支付租金的状况
一直持续到 9 月。 10 月 15 日，
业主们发现租金没有如期到账，于
是找到中睿公司催租。经过与中睿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辉开会协商，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有 50
多名业主陆续收到了租金。

最近，业主们收到了中睿公司
出具的《关于柳州中睿戴斯国际酒
店筹备进展情况及业主后续合作洽
谈书》，其中对酒店筹备中遇到困
境的原因进行了说明。
据该份洽谈书记载，中睿公司

成立于 2017 年 5 月，注册资本
208万元，股东有两名，法定代表
人张俊辉出资 40%，另一吴姓股
东出资 60%。中睿公司称， 2017
年 5 月，该公司应柳南万达公司
招商时，未被告知万达华城 1 栋
和 2 栋公寓楼设计用途为办公、
公寓。同年 5月 26日，中睿公司
按要求缴纳了 100 万元履约保
函，并按万达提供的合同文本，采
用带租约方式入驻柳南万达广场 2
栋公寓楼 18 层至 30 层，投资柳
州中睿戴斯国际酒店项目。
酒店从今年 2月 24日开始进

场装修，计划于今年 6 月前投入
试运营，但由于建筑规划使用性质
等原因，无法正常办理消防证照，
考虑到继续投资的风险性，导致施
工现场进度一度停滞几个月。
按照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中

睿公司向 244 户业主收取了每平
方米 2000元的装修款。中睿公司
称，这笔钱转入该公司与万达公司
的共管账户中，根据实际装修进度
按比例支取。目前，酒店整体装修
已完成 93%，但酒店仍未取得相
关消防证照。加上中睿公司的大股
东失联，让公司在资金上陷入了困
境。
中睿公司在洽谈书中提出了将

引进新股东解决资金和股权分配问
题，并继续办理消防证照，希望与
业主代表协商探讨合同租金整体延
后的方案。

在酒店办理消防证照遇阻后，
业主们才注意到，他们与柳南万达
公司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第
十八条明确约定：“买受人的房屋
仅作办公使用，买受人使用期间不
得擅自改变该商品房的建筑主体结
构、承重结构和用途。”
业主们曾向柳南万达公司质

疑，为何明知房屋用途仅为“办
公”，还要在营销宣传中以租给酒
店收租金为卖点？在业主们拍摄的
视频中可以看到，该公司营销副经
理谭富文曾表示，公寓楼通过消防
验收办起酒店，在柳州是有过先例
的，目前他们正配合酒店经营者设
法通过验收办理消防证照。
11月 15日，记者向谭富文提

出采访请求时，对方表示万达集团
的风控部门已派出管理人员到柳州
调查处理此事，在没有得到集团授
权的情况下，他不能擅自接受采
访。
据业主代表介绍， 11 月 9

日，他们已代表 200 多户业主向
柳南区政府信访部门送去投诉书，
并说明了业主们的请求。其中不仅
包括柳南万达公司和中睿公司赔偿
业主们的损失，满足业主退房、退
装修款的要求，还包括公布酒店装
修款的明细清单和共管账户中装修
款余额等要求。
业主们希望政府部门能出面干

预，帮助他们摆脱目前的困境。
据《南国今报》

蛤“带租约”公寓租金也不稳

蛤酒店还没开业就陷入困境

蛤向政府部门投诉寻找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