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何
慧蓉）高考、中考结束后，有的学生选
择放松，有的选择做份兼职。但是，
家长和学生们都不要放松安全问题，
考生和家长更应注意防骗。

6月10日，在海口市丽晶路附
近小区做保洁工作的周女士求助。
几天前，轻信可以帮孩子领到“助学
金”，周女士被人骗走了2000元。

周女士的孩子在上初中。“我接
到电话时，对方马上就说出了我的名
字。”因为这一点，周女士并没有太多
的怀疑，对方称是民政部门的，要给
她孩子发“助学金”。信以为真的她
便按照对方电话的提示，在ATM机
上操作一番，谁知就把自己的2000
元钱给汇到对方指定的账户上了。
后来，她问银行的工作人员，才知道
自己被骗了，“差不多我一个月工
资！”周女士很是懊悔。

去年高考之后，海南多名高考家长

也曾接到类似诈骗电话，内容不外乎
“你的孩子符合相关政策，可领取2000
余元的国家助学金”等。电话里，骗子
直呼家长或者孩子姓名，冒充外地某高
校工作人员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说孩子高考成绩优异，符合国家相关补
助政策，可享受数千元的“助学金”，让
受害人报出自己的银行账户等个人信
息，然后步步设套，想方设法把受害人
银行卡上的钱骗走。去年，其中一名家
长李先生被骗去近5万元。

很多骗子之所以得逞，是因为对
方说出了受害人的名字等信息，让受
害人放松了警惕。但事实上，个人信
息的泄露早就出现。据悉，早从
2010年起，每到高考结束后不久，就
有人在网上叫卖“高考考生信息”。
搜索网站对于“高考考生信息”进行
了屏蔽，因此这类信息并不多。今
年，记者在QQ上，搜索“高考名单”
等关键词，却找到了众多的QQ号和

QQ群，一些QQ群甚至还有2015年
高考考生名单等。而这些，除了给民

办学校提供了“潜在客户”外，也给了
骗子可乘之机。

海口又见“助学金骗局”
女保洁工被骗2000元

律师说法

考生信息的泄露，一方面可能
带来各种“招生骚扰”，另一方面
可能成为被诈骗的目标，存在安全
隐患。那么，买卖考生信息应该承
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罗荣
表示，信息属于个人隐私，未经个
人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可以
滥用。泄露考生信息，如果情节严
重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罗荣律师称，刑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
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
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
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
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
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
处罚”，这里包括两种罪，一种是非
法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另一
种是非法获取公民信息罪。这两项
罪名，是对高考考生及其他公民信
息的法律保护，考生及家长一旦发
现自己的信息被泄露，可以报警。

买卖考生信息 严重可追究刑责

自称民政部
门，要给孩
子发助学金

高考后找兼职要找靠谱的

签订劳务合同比较保险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何

慧蓉）高考结束了，为了给自己赚点
零花钱，或锻炼一下自己，有些考生
会在这几个月的暑期生活中找份兼
职。因为社会经验尚浅，考生们找兼
职的时候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哦！

在海口府城板桥路一处广告栏，
充斥大量“暑期兼职”，可以找到各种
各样的信息。在这些信息里，学生们
一定要小心包括“刷信誉”、“打字诈
骗”、“传销”及“交体检费、面试费”
等，谨防诈骗。在此之前，一位海师
的大一女生就因为网上“代刷信誉”
被骗500元，三亚也有一名大一学生
因“代刷信誉”损失600元。所以，找
兼职的时候，对于那种涉及资金的，
一定要格外留意，以免上当受骗。

除了被骗，欠薪也是学生兼职可
能遭遇的事情。去年2月，三亚某高
校6名学生在餐馆做假期工时，就曾
遭遇过被欠薪的事情。当时，他们分
别可拿到1000元到3000元不等的
工资。在临近开学的时候，几人向餐
馆提出辞职，但被以损坏员工宿舍大
门为由，工资被扣。后来，门修复了，
也没拿到，最终，在媒体和劳动部门
介入协调之后，餐馆才给结算。今年
5月，海口又曝出大学生在土特产超
市打工被欠薪的事情。

暑期兼职，是件好事，但面对各
种各样的兼职“轰炸”，一定要谨慎选
择，在不上当的同时，也保障自己的
合法权利，让自己的劳动得到合理的
回报。

律师说法

高考后兼职，有的是选择在父
母身边，或者熟悉的地方，但有的
是到陌生的餐馆、超市等，这种情
况下，可以做些什么维护自己的权
益呢？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罗荣
表示，由于大学生假期兼职打工不
会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且根
据有关规定，在校大学生利用假期
时间兼职并不视为就业，因此不适
用于 《劳动法》，也没有针对学生
兼职打工的特定法律，一旦发生纠

纷，学生维权的难度会增大。“很
多都是口头协议”，罗荣律师表
示，暑期兼职遭遇拖欠薪酬、维权
难的情况，关键就在于学生们找兼
职时大多只与用工方有过口头协
定，没有书面协议。这样，一旦出
现劳务纠纷，学生就难以在需要通
过法律途径解决时留有证据。

罗荣律师特别提醒，学生求
职，要看到实体单位，联系上该单
位真实负责人，签订具体协议，方
可打工。

兼职要到实体单位 签合同有利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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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晓月在诉状中提到，她因为
房屋错调一事损失了租金、误工费、
差旅费等共计 7 万余元，周晴也称
自己给房屋装修花了 4 万余元，在
这起房屋错误交付的乌龙中，她们
均没有责任，那么，他们的损失应该
由谁来承担呢？

对此，海南大兴天泰律师事务
所律师冯桦认为，根据法律规定，开
发商在交房时有义务向业主交付房

屋的全套资料和钥匙，由于开发商
的疏忽，挂错门牌号，交错房，导致
业主认识错误，并对房屋进行装修，
是开发商在工作中的重大过错，应
负全部责任。

冯桦表示，交错房屋是开发商的
过错导致的，并且给阮晓月和周晴造
成了不必要的麻烦甚至损失，那么，
阮晓月和周晴可以提供相关损失的
证据，要求开发商进行赔偿。

开发商需担责业主可理赔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王
忠新）阮晓月在定安买了一套房，可
当她准备进行装修的时候却发现这
套房子已经有人住进去了。而这
人，还是她对门的邻居周晴。这到
底是怎么回事呢？

门牌号“张冠李戴”
对面邻居的房屋被错调

阮晓月来自内地，她在海南定
安买了一套房屋。因为阮晓月一直
不在海南，2011年交房后，房屋便
一直空置着，也没装修。2013年10
月底，阮晓月突然接到物业公司的
电话，说因为开发商挂错门牌号，
她的房子被错误交付给了对面邻
居，而邻居早在2012年就对该房进
行装修，并已入住。

怎么会闹出这样的乌龙呢？原
来，阮晓月与周晴先后于2010年上
半年买下该小区的房屋，两人买的

房屋面积、户型完全一致，只是一
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2011年，
周晴到现场接收房屋。因为开发商
对房屋挂牌时错误地将阮晓月买的
01号房屋挂牌成了02号房屋。就这
样，01 号房屋错误地交付给了周
晴。2012年年初，周晴对房屋进行
装修，“花了4万余元”。

房屋的房产证下来了，周晴拿
到一看，发现不对了，怎么跟自己
实际居住的房屋不一样呢？这时，
小区其他住户也反映出现了房屋错
误交付的问题。一统计，竟然有10
多户。后来，经过协商，大部分都
调换清楚。但是，2013年年底，物
业通知阮晓月这件事情之后，阮晓
月赶到海南定安协商，但未果。

法院判决返还已装修房屋
错调责任在开发商

因协商不下，2014 年，阮晓月

将周晴、物业公司一起起诉到了定
安法院，要求周晴返还自己的房屋，
恢复原状，并和物业公司一起赔偿
自己的租金、差旅、误工等损失，共
计7万余元。

物业公司认为造成房屋错调装
修的原因在于开发商，是开发商把
门牌安装错了才导致了这事情的发
生，而周晴在签订合同时看过平面
图，交收房屋时看到房屋，没有发
现，也存在一定过错，而他们作为
物业公司，没有任何过错，不应对
此承担责任。此外，该公司也认
为，阮晓月的各项赔偿没有根据。

周晴没有到庭，但其提交书面
答辩称，她在这件事上本身没有过
错，交房时，是由于开发商的过错
才知道房屋对调交付，开发商依法
该承担民事责任。

定安法院认为，根据阮晓月、
周晴和开发商签订的合同，阮晓月

取得了涉案 01号房屋的合法使用
权，周晴应该返还房屋。阮晓月要
求将房屋恢复原状，但导致房屋错
误交叉交付的责任在开发商，物业
公司和周晴都没有责任，因此，阮

晓月的诉讼请求没有获得支持。
近日，定安法院作出判决，周

晴将房屋返还给阮晓月，驳回阮晓
月其他诉讼请求。

（文中人物为化名）

门牌号闹“乌龙”
新房被邻居装修入住

定安一小区10余住
户门牌号出错，女业
主告邻居“还房”

包工头玩失踪
欠薪难讨回

南国都市报7月4日讯（记者
党朝峰）由于工程验收后迟迟未从
包工头李某那里拿到10.5万元装
修工程款，6月25日上午，无法
继续等待的廖先生等几名工人不
得已再次来到海口市南宝路，向
装修食堂的银行讨要。对此，银
行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已按合
同将工程款拨付给乙方李某，至
于拖欠工人工程款一事，银行将
督促李某尽快解决。

25 日上午，南国都市报记
者接到工人廖先生的反映后来
到该银行食堂。食堂内大厅和
包厢的装修基本已经完成，几
名工人正在厨房操作间和大厅
柜台进行装修。

廖先生介绍，今年 3 月 17
日，他与一名自称姓李的包工头
签订了银行职工食堂大厅和两个
包厢的装修合同，最初的时候，
装修预算为8.5万元，两个包厢也
计划采用普通材料装修，后来在
包工头李某及银行要求下，提供
了一份新的装修效果图，将预算
提高到22.5万元。

今年5月3日，装修完工并经
验收后。按实际工程量，包工头
李某应支付他们几位工人共22.5
万元工程款，但李某仅付款12万
元后，就以不在海口为由，一直
拒付剩余的10.5万元。“我们等了
快两个月了，实在是等不下去
了，才到银行这里要回我们应该
拿到的钱。

对于廖先生反映的问题，南
国都市报记者分别于6月25日上
午和下午拨打了包工头李某的电
话，李某的电话一开始处于关机
状态，后来电话虽然拨通，但一
直无人接听。

6月25日下午，银行办公室一
位负责人向记者介绍，银行和乙方
李某签订了食堂装修工程，并按照
合同将工程款拨付给了李某，至于
工人们和李某之间的纠纷，应由其
双方解决。前几天，几名工人来到
银行门口讨要工程款时，银行已经
报警处理。不过，银行也将督促李
某处理好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