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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打人 他亮“警察证”民警到场后围观

被打服务员鼻梁骨折，肇事者是否真警察不得而知，出勤民警是否渎职尚待调查

男子开房拒不出示身份证，随后抓起前台电话砸断服务员鼻骨。一起普通的治安案件，却因警察的到来变得悬疑迭起。服务员被砸伤

后，与该男子同行的另一名男子出现，一边亮出警察证，一边粗口辱骂服务员。服务员报警后，民警到现场后的举动，再次让事件蹊跷重

重。

开房不给证 砸断人鼻骨

被打伤的李小姐是罗湖彭年酒店的一名前台服务员，今年 20 岁。3日凌晨，她与酒店周姓大堂副经理值夜班，4时许，一名身穿米色

T恤的高个男子来到前台开房，开始声称已预订两间房，李小姐查询后发现并无预订记录。男子此时脸色不悦，继续说要开两间房，并将

一张信用卡扔在前台上。“我告知对方两间房需要两张身份证，他就开始不耐烦，从钱包里抽出一张身份证砸在我脸上”。

而事情的整个经过，被彭年酒店的 3个监控探头完整记录。扔完身份证后，李小姐并未理睬对方，不料男子一把抓起前台固定电话的

听筒，砸向李小姐脸部。“砸中我的鼻子偏右的位置，当时血都流了出来”，被激怒的李小姐予以反击，顺势将听筒砸向对方手臂。李小姐

告诉记者，鼻骨被砸后，她立即电话报警，民警赶到之前，该男子从未间断对其辱骂。

神秘男子现身 亮出“警察证”

酒店一个监控画面显示，3日凌晨 4点 10 分左右，该男子将听筒砸向李小姐脸部后，多次伸出手指指向对方，口中念念有词。而李小

姐被砸伤后，鼻梁上流出的鲜血则一直滴在前台的白纸上。事发后，大堂周姓副经理也赶到现场处置。

就在肇事男子与周副经理激动言语时，一名身穿条纹 T恤的同行男子走进监控范围内。南都记者从监控画面发现，条纹男一开始还冷

静，站在一旁未有过激行为。就在肇事男子拉其离开现场时，条纹男子情绪突然爆发，最后伸出手指对李小姐指指点点，口中言语不断。

随后，突然先后两次亮出一张证件，在李小姐眼前迅速晃了晃，然后立即收起。而第二次，更是当着出警民警的面亮出。

“当时他一上来就说谁报警啊，我就是警察”，李小姐回忆，条纹男子亮出的自称警察证，并称自己是南湖派出所民警。彭年酒店前

厅经理梅先生告诉记者，根据酒店录入的开房者信息，打人者为李某，其同行的条纹男子虽未动手打人，但确有辱骂他人，并亮出疑似警

察证的证件。事发当晚的另一名当事人周姓副经理证实，条纹男子确有爆粗口，且亮出警察证自称南湖派出所民警。



出警民警到场 打人者扬长而去

监控显示，李小姐报警后，南湖派出所一名民警到场处置，只见该民警双手靠背，对涉事双方的冲突进行围观，也未制止两名男子的

辱骂行为。而彭年酒店大门前的另一台监控，记录了肇事男子与条纹男子一同离去的场景。

画面中，一辆警车停在酒店门口，受伤的李小姐则坐进警车里，而两名男子依旧站在警车旁，手指不停比画，“出警民警不仅没有将

打人者带到派出所做笔录，反倒指责我的服务态度不好”，李小姐称，当时本以为出警民警会将双方带回派出所调查，不料一番寒暄后，

肇事男子与条纹男子勾肩搭背离开酒店，而自己则独自打车前往罗湖医院验伤。目前，李小姐被确诊鼻骨骨折，法医鉴定为轻微伤。

警方：条纹男子非南湖派出所警察

昨日下午，南湖派出所相关负责人回应称，经核实，穿条纹 T恤并自称警察的男子非南湖派出所民警，至于其民警身份的真伪不得而

知，由于其未参与打人，警方未对其身份进行调查，“可以肯定的是，如若真的是警察，而且出示了警察证，用脏话骂人肯定是违纪的”。

此外，因李小姐为轻微伤，南湖派出所已将此作为治安案件进行立案调查。时隔 8天后，为何打人者李某仍未到案，警方解释由于派

出所警力不足，李某尚未找到，目前警方已协查布控对其追逃。至于事发当时为何不对李某进行控制，而事后才展开布控，出警民警是否

不作为？该负责人解释，会将情况向罗湖分局反映，核实后将从严处理。

随后，南都记者拨通打人者李某电话，对方表示，事情经过复杂，现在不方便，改天再回应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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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普法教育后 12 票贩子离开

一票贩子拉客被抓现行，将被行政拘留 5天，警方称打击票贩子取证难

南都连环追

“罗湖汽车站票贩扎堆”追踪

罗湖汽车站广场上票贩子扎堆，这一现象存在十多年无法根治。南都报道之后，南湖街道办负责人表示，将成立专案组对票贩子进行

查处。昨日上午，口岸派出所表示，已经抓到了一名票贩子，将对其进行为期 5天的行政拘留。昨日下午，罗湖市场监管分局南湖监管所

对口岸地区票务点进行检查，表示今后将对票务点加强监管。

在罗湖汽车站广场，票贩子身穿制服、假冒车站工作人员，带领不认识路的乘客到所谓的售票点———佰达票务中心，在那里，乘客

支付了高于实际乘车票面的价格，却并没有拿到车票。该票务中心的员工会把乘客送到上车点，乘客上车之后才知道，在车上仍要向售票

员买票，而在佰达票务中心支付的所谓车票钱是被骗了。

对 12 名票贩子进行普法教育

截至 9月 10 日晚上 8时，罗湖口岸联合整治队对 12 名票贩子进行了普法教育。据罗湖区政法委负责人，普法教育一般不能超过晚上

12 时，在对票贩子进行了教育之后，这些票贩子已经离开了派出所。

据罗湖区政法委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口岸派出所民警带队驻点佰达票务中心等 14 家票务代售点，防止旅客上当受骗。下一阶段，

坚持每天组织打击，确保不出现票贩子假冒工作人员拉客现象。

昨日，南都记者回访现场看到，罗湖汽车站门前广场上秩序井然，此前几天成群出现的票贩子已经不见了影踪。在涉事的佰达票务中

心门前，大门紧闭，有保安人员在门前值守。

执法人员指认 一票贩子被行拘

昨日上午 9时许，口岸派出所民警在广场上抓到了一名票贩子。口岸派出所金警官介绍，他们对于打击票贩子问题一直很头疼，按照

法律规定，第一次指认票贩子，可以予以警告；第二次指认票贩子之后，可以对其实行 5天的治安拘留；第三次有人指认票贩子之后，才

能对其刑事拘留。



金警官表示，他们接到一些乘客报警时，往往举报的乘客已经在车上，或者是回到了老家，不会再来深圳了，所以没有办法来派出所

指认票贩子，此外，三次指认还不能是同一个人，所以这些都给打击票贩子带来了难度。

当然，受害者无法到派出所指认，也并非就完全无法对票贩子予以打击。金警官介绍，除了受害者自己举报之外，还可以由两名或者

两名以上的旁证人员予以举报，比如广场上值守的保安或者路人看到票贩子行骗，也可以对其认定为诈骗，像昨日抓到的这名票贩子，就

是由执法人员指认的，再加上监控视频以及南都报道中的内容作为辅证。

据金警官介绍，此前，已经对这名陈姓票贩子进行过普法教育，相当于是一次警告，所以此次对其进行指认，已经是第二次了，昨日

下午进行完体检之后，将予以行政拘留 5天的处罚；如果再有第三次指认，就可以予以刑拘，那将会对其他票贩子产生巨大的震慑作用。

被抓票贩子行骗至少一两年

昨日被口岸派出所抓到的这名票贩子陈某，今年 56 岁，广东陆丰人。在口岸派出所候问室，南都记者一眼就认出了陈某，此前几天

的采访中，每天都可以见到陈某在广场上拉客，陈某的照片也出现在了南都的报道当中。

但对于南都记者的提问，陈某却一概予以否认，其称自己前几天都没有来火车站广场，并且否认自己参与了欺骗乘客的事实。陈某辩

称，自己帮票务点拉省外长途汽车的乘客，否认拉短途汽车乘客，“拉到一个客人，票务点给十块二十块费用，一天拉三四个客人，可以

赚五六十块。”

陈某辩称，自己做拉客生意只有两三个月，起初是到广场上闲逛，看到别人在拉客，自己也跟着参与，“其他一帮拉客的都不认识，

也不认识票务中心的老板。”

口岸派出所金警官介绍，陈某做这行至少有一两年了，其在派出所做笔录时，也是拒不承认自己拉客的事实。金警官介绍，这些票贩

子平时也会在一起研究，怎么对付执法部门的查处，如果抓到了其他票贩子，他们的回答也是这样的，“他们抱着侥幸心理，什么都不会

承认。”

不过，警方通过过往的调查，早已经了解到了票贩子陈某行骗的事实，“以前对其进行普法教育的时候，也告诉过他，虽然没人指认

你，但是你这个行为是违法的，以前他曾经因为拉客和保安发生过争吵。”

检查售票点 3家已关门

前日由南湖街道办牵头举行的协调会上，包括交委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表示，能否让涉事的佰达票务中心等售票点都撤出去，现

有的市场上已经不需要他们提供服务，是否可以让这些从事非法业务的售票点撤出。

口岸派出所一位负责人则举例形容了目前的执法困境，票贩子和执法人员之间一直在博弈，“票务中心就像是一个发臭的垃圾桶，票



贩子就像是周围一群在飞的苍蝇，执法人员拿着苍蝇拍在外围打，但是只要垃圾桶没有移走，苍蝇肯定还会飞回来，只有把票务点关掉，

才能彻底根治。”

对此，据罗湖市场监督管理分局南湖监管所刘姓所长介绍，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之后，公司注册只需要一个营业执照就可以了，此外很

难对其进行监管。

昨日下午，南湖街道办联合罗湖市场监督管理分局南湖监管所对口岸地区的票务中心进行了检查，共对 5家售票点进行了检查，其中

3家是关门的，剩下的两家都是有营业执照的。两家有营业执照的售票点当中，其中有一家没有售票的经营许可证。

罗湖市场监督管理分局南湖监管所一负责人表示，如果售票点存在欺骗乘客的行为，需要通过公安部门调查取证，然后才能够执法，

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在现有法律上，只能以登记为主。

为何票贩子

打击难？

票务中心就像是一个发臭的垃圾桶，票贩子就像是周围一群在飞的苍蝇，执法人员拿着苍蝇拍在外围打，但是只要垃圾桶没有移走，

苍蝇肯定还会飞回来，只有把票务点关掉，才能彻底根治。

———口岸派出所一位负责人感叹执法难

PK

如果售票点存在欺骗乘客的行为，需要通过公安部门调查取证，然后才能够执法，作为市场监管部门，在现有法律上，只能以登记为

主。

———罗湖市场监督管理分局南湖监管所一负责人表示

算笔账

票贩子月入可过万

前日，南都记者在佰达票务中心采访时，发现店老板早已经将拉客的账本藏了起来。口岸派出所金警官介绍，票务中心有一个流水账，

上面记录了票务中心给每个票贩子的提成，通常票贩子给票务中心拉到一个客人，会拿到 30元的好处费。

金警官分析，保守估计，一个票贩子一天拉到 10个客人，一个月 30天来计算，票贩子一个月就可以轻松拿到上万元的收入。

据金警官介绍，也正因为存在这样的暴利，给了票贩子们很大的刺激，他们有热情来从事这个行当，有一段时间，罗湖汽车站广场上

的票贩子越来越多。



金警官介绍，给了票贩子分成之后，剩下的部分就归票务中心老板，这一部分数额往往比给票贩子的要少，其展示的一个案例显示乘

客被骗了 45 元，除了给票贩子的 30 元分成之外，票务中心留下了 15 元。

南都记者根据此前暗访时跟踪的 4个乘客受骗案例，除去给票贩子 30 元的分成，票务中心骗得的数额分别在 5元、10 元、15 元和 35

元，平均下来也接近 15 元。

金警官分析，保守估计，如果一个票贩子一天为票务中心拉 10 个客源，有 10 个票贩子为票务中心拉客，那么票务中心一天就可以有

100 个客源，没有任何成本就可以净赚 1500 元，一个月就是四五万元。而南都记者从店铺的物业方了解到，这个当铺每个月的租金才 2000

多元。

据分析，票贩子们工作的黄金时段有 3个，早上八九点钟，中午 12 点多钟，以及下午六七点钟，这些时间段都是执法人员下班的时

间，再加上乘车的乘客比较多，所以票贩子们往往会聚集起来。

对于票贩子们行骗时的行头，金警官还透露，巡逻民警遇到票贩子戴着牌子，会将这些牌子扯掉，不允许对方佩戴。因此一些票贩子

身上通常放着一叠牌子，里面放的往往就是票务中心的卡片，即使被拿掉了，他们很快可以再佩戴一个。

建言

人大代表杨剑昌：纵容票贩子行骗涉嫌渎职

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剑昌表示，对于票贩子欺骗乘客的行为，公安部门应该根据举报线索，把事实调查清楚，把实施诈骗的人员一网打

尽绳之以法，还受害者一个公道，从而保护群众的利益。

对于票贩子假冒车站工作人员身份拉客的事实，杨剑昌认为很恶劣，“如果票贩子都假冒执法人员，执法人员却还坐视不管，那么有

关部门就已经涉嫌渎职了。”

杨剑昌表示，如果对于这些票贩子的诈骗行为视而不见，那还会有更多的市民上当受骗，执法部门的责任是维护社会秩序，“不能纵

容他们包庇他们，如果是这样，有关部门在其中是不是存在利益关系？”

人大代表杨勤：票贩子损害深圳形象应予严厉打击

执法部门总是在讲执法难度，在深圳市人大代表杨勤看来，是一种推诿和不作为的表现。

杨勤表示，票贩子们伪装成车站工作人员，以经济利益为目的，对乘客产生误导，涉嫌伪装执法人员，可以依法予以拘留或者刑拘，

而且这一行为也存在安全隐患，最近发生很多女孩失踪遇害的事件，如果这些冒充车站工作人员的票贩子把乘客带到了荒僻地带实施抢劫

强奸，后果将不堪设想，建议可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对其进行处罚。



此外，对于执法部门谈到的取证难，杨勤表示，执法也要考虑违法行为产生的后果，票贩子们骗取每一个乘客的数额都很小，呈分散

状态，看起来危害不大，但是这一现象存在十余年，对群众造成的危害很大，破坏了环境，不打击不足以整治秩序。

杨勤表示，外地乘客刚到深圳，就被票贩子给骗了，不仅破坏了公共秩序，而且损害深圳的形象，玷污了深圳的名誉，执法部门应该

予以严厉打击，首当其冲去消除这些安全隐患，为乘客提供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

他山之石

广州火车站：便衣“天眼”治乱

早些年，广州火车站以乱而闻名，针对“两抢”犯罪严重的特点，广州警方组建了便衣侦查支队，被群众称之为“羊城暗哨”。然而

实际工作中也并不顺利，有时好不容易现场人赃俱获，抓住了正在作案的犯罪嫌疑人，但由于一些事主害怕报复和麻烦，不愿意配合去做

相关笔录。

随后，警方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设置由 69 个治安监控摄像头所组成的“天眼”，火车站周边地区的视频监控基本无盲区无死角。警方依

托它们实施精确打击———“电子警察”一旦发现情况，即就近通知巡逻民警、保安和便衣，前后方联手配合，让不法分子无所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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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贝·中国珠宝指数发布

南都讯 记者陈思福 中国珠宝行业首个国家级指数———“水贝·中国珠宝指数”(ChinaJew elryIndex，简称 CJI)昨日在深圳国际珠宝

展开幕式上正式发布。该指数由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和罗湖区人民政府共同发布，将成为珠宝产品交易的风向标。

据介绍，水贝·中国珠宝指数第一期将发布价格、批发量和景气三大指数体系共计 19个细分指数，除黄金和镶嵌钻石的批发价格指

数、批发量指数和景气指数外，还有由黄金和镶嵌钻石合成的珠宝月批发量指数，以及黄金 6个细分品类(项链、手镯、手链、戒指、吊坠、

耳饰)、镶嵌钻石 6个细分品类的批发量指数也将同期推出。目前指数发布的频率分日、月两种，很快将推出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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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理发 200 万招标引质疑

深圳罗湖公安分局称这是民警福利，符合规定

南都讯 记者郭锐川 深圳罗湖公安分局一项预算将近 200 万元的民警理发服务项目招标，结果公布后最近引起市民质疑：三家投标

公司中只有一家美容美发公司，另外两家分别是深圳市川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泰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与理发服务有

什么关系呢？有市民怀疑该项目存在围标的嫌疑。此外，洗剪吹一次 13 元，为何预算高达 200 万？200 万财政资金用于民警理发是否合适？

对此，罗湖区政府采购中心回应称，招标程序符合规定。如果一旦发现存在围标行为，将会严肃查处。

民警理发服务项目公开招标

今年 4月 16 日，深圳市罗湖区政府采购中心在网上发布了罗湖区公安分局民警理发服务项目的公开招标公告。据招标文件显示，该

项目预算金额为 199.4 万元，项目服务期限为 2年。

招标文件称，罗湖区公安分局为将从优待警的方针落到实处，作为民警的福利，在全局共设置了三间理发室，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选择服务好、守信誉、实力强、有经营管理经验并愿为公安事业作贡献的单位或个人，经营管理理发室。

3间理发室分别位于湖贝路原分局大院内、罗沙路巡警大队大院内以及和平路口岸派出所大院内，营业总面积为 131 平方米，于 2008

年投入使用，水电及理发硬件设施齐全。

招标文件指出，理发室作为全局民警的福利，分局每月向每位民警的智能 IC 卡内设置三次理发权限，理发室采取刷卡方式进行消费，

智能 IC 卡和刷卡机由采购单位提供，每月按时提取实际消费数据进行结算。

文件还要求，理发室洗剪吹刷卡一次不得超过人民币 13 元，其他服务，如电发、焗油、美容等项目因涉及到产品档次不同，消费者

可与中标供应商协商价格，双方无异议后再进行刷卡消费，严禁乱收费或多收费。

两投标公司刚变更经营范围

4月 29 日，罗湖区政府采购中心发布了该项目的中标结果。公告显示，参与投标的供应商有三家，分别是深圳市梦幻之理美容美发有

限公司、深圳市川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泰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各自报价为 199.3 万、199.4 万、198.7 万元。最终，项目由

深圳市梦幻之理美容美发有限公司中标。公告还附上了五名项目评审专家的名字。



据南都记者调查，深圳市川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在 2014 年 1 月 22 日刚变更了经营范围，原先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及汽车配件，变更

后增加了个人形象设计及美发。深圳市泰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也是在今年 3月 24 日才对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变更前的经营范围主要是

园林绿化与物业管理，变更后增加了个人形象设计以及美发项目。

为了弄清楚这两家公司是否提供美发服务，前日下午南都记者分别前往两家公司的注册地探访。深圳市川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地

位于福田区红岭大厦 1栋 15B，如今是一家名为“天乙福星”的电子公司。一名工作人员称，其公司搬到这里已经有两年时间，不清楚此

前是哪家公司在此办公。而深圳市泰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的注册地为罗湖区罗沙路莲花阁 B702，南都记者实地考察发现，莲花阁共有 5栋，

每栋又分为三个单元，该注册地址根本无法提供清晰有效的信息。

追问

1

为何三家投标公司只有一家美发公司？

罗湖区政府采购中心：三公司经营范围都具备美发相关资质

参与投标的有三家公司，分别是深圳市梦幻之理美容美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川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泰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市民胡先生质疑，三家公司投标却只有一家美容美发公司，不符合常理；三家公司的价格非常接近，存在围标嫌疑。

对此，罗湖区政府采购中心网络信息部何部长表示，这三家公司的经营范围里面都具备了美发的相关资质，因此是符合要求的。招标

的过程也是符合规定的，公开征集，公开评审，目前并没有接到供应商的投诉，也没有发现围标的情况。如果一旦发现存在围标的行为，

将严肃进行查处。

何部长还称，评审专家是在专家库中随机筛选出来的，包括三名社会服务与酒店管理行业的专家，一名律师以及一名采购单位的代表。

“专家直到评审之前的 15 分钟，才会获知自己将要参评哪个项目。”何部长说，选择社会服务与酒店管理行业的专家是因为与美容美发行

业最为接近。

2

200 万财政资金用于民警理发是否合适？

罗湖区公安分局：预算中有民警福利费，小理发室是公安部“五小工程”之一



有市民质疑，200 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民警理发是否合适，对此，昨日罗湖公安分局行政科相关负责人表示，分局在每年度的财政预算

中均预留了民警福利费用，该项目的资金正是来自财政预算公用支出中的民警福利费。在其提供的 2015 年罗湖区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

定额标准分类表中，公检法司的福利费为每人每年 2300 元。据了解，罗湖区的福利费在各区中是属于较少的。

该负责人指出，《人民警察条例》对警察头发修剪的标准作出了要求，公安部“210”工程建设规范也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基层一线民警

从优待警工作的保障力度，因此理发项目作为民警的福利项目开设是合适的，“小理发室还是公安部提出的‘五小工程’(即小伙房、小健

身房、小理发室、小娱乐室、小图书室)之一”。

3

洗剪吹一次 13 元，为何预算高达 200 万？

分局 2170 名民警，每月理发 3次，两年就有 203 万元

上述负责人给南都记者算了一笔账，按照每次 13 元，每月理发 3次，分局 2170 名民警 24 个月服务期，结果便等于 203 万元。“这是

最多的情况，但我们是按实际使用次数进行消费的，用多少给多少。”该负责人称，2012 年深圳市要求政府采购社会服务项目价格超过 20

万以上的，都必须对外招标，罗湖公安分局正是规范地执行了这一要求。

“前年，由于定下了洗剪吹一次 10 元的超低价，还导致发生了流标的情况，所以这次定下洗剪吹一次 13 元。”该负责人说。

4

为什么中标公司注册地在巡警大队办公楼？

罗湖区公安分局：2009 年起该公司就在为分局民警理发

南都记者发现，中标的梦幻之理美容美发公司，注册地罗沙路 5002 号就是罗湖公安分局巡警大队的办公楼。对此，罗湖公安分局行

政科相关负责人称，因为从 2009 年开始，该公司便一直在为罗湖分局的民警提供理发服务，当时还没有出台必须招标的规定。

“招标的规定出来后，我们向采购中心提交招标诉求，中间的过程就都是由采购中心操作，谁来投标，谁会中标我们不会管，也管不

了。”该负责人说，“如果这次中标的是其他公司，理发室便由其他公司进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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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打伤服务员出警民警不作为？

——南湖派出所表示，出警民警是否违规尚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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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房东”搬走商户价值过百万物品

花卉世界商户举报事件继续发酵 7商户大门被焊死

本报讯 （记者余琴摄影报道）近日，本报连续报道了花卉世界商户实名举报公益用地被层层转包捞金过亿，二房东肆意涨价企图逼

走商户的事件。昨日，记者接到商户举报称，罗湖区人民法院已受理该案，就在法律程序尚未走完之际，“二房东”大明五洲请了 50 多名

保安，铁丝网封路，并用电焊钢条将 7家商户的大门焊死，前晚连夜搬走了一家商户价值上百万的物品。

商户：二房东霸王条款

强行逼走商户

为何花卉世界的战火升级？这还得从今年商户与二房东签订的一份合同说起。商户赵先生告诉记者，这份《场地租赁合同》中的一些

霸王条款非常不合理，再加上租金价格猛涨，也激起了不少商户的不满，从 5月份起，不少商户停交了租金和管理费。而二房东也以欠交

租金管理费为由，停水停电，并封门搬东西。

二房东半夜直接撬门搬走物品

昨日，花卉世界 339 档口商户韦先生告诉记者：“昨晚二房东派人来用两辆卡车运走了我展示厅所有值钱的物品，价值 100 多万元。

我今天早上来看已经人去物空了。”他已经向华富派出所报案。受害者不只他一个，8月 4日，“二房东”大明五洲的负责人和保安直接将

315 档和 323 档商铺的门锁剪开，并且把沙发、洋酒等贵重物品直接搬到大明五洲的后院了。

而 8月 28 日早上 6时，“二房东”大明五洲的负责人请了福田保安队 50 多名临聘保安和 8名社会人员，将花卉三路用铁丝网封住，

并派保安挡在大门口，他们将电焊和钢条等工具将 7家商户的大门焊死。记者昨天致电大明五洲投资控股董事长朱庆峰，他以不方便为由

拒绝了记者采访。

双方谁违法律师有争议

广东财富东方律师事务所的黄艾生律师表示：“诉讼过程中，法律未生效判决之前，争议标的不能处理，擅自处理属于违法。”此外，

根据《深圳市保安管理服务办法》第十三条规定：保安服务企业不得从事以下活动：接受他人委托参与处理民事纠纷、经济纠纷或劳动争



议。“保安不是执法机构，保安的行为属于违规。”黄律师表示。

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唐剑明则表达了不同意见：“深圳目前出现很多租赁合同纠纷，如果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的表示，就应该受法

律保护,如果合同约定了租客不交租房东有权处置物品，就应该按照合同办事。”她表示，一般房东要在派出所、公证处等见证下处理租客

物品，如果属于擅自处理，租客必须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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