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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30多人交了钱课还没上 尚道奇全脑教育人去楼空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原本给孩子报名训练超级

记忆英语单词，没想到一

天课没上，教育机构却已

不知所终。最近一段时间，

北方新报抖音官方账号后

台接到读者谢女士留言反

映：“2019 年 8 月 20 日，她

在内蒙古尚道奇全脑教

育机构交了 399 元，准备

帮助孩子训练超级记忆

英语单词、全脑开发等课

程，当时机构老师称当年

季度课程已经结束，遂把

课 程 安 排 在 了 2020 年 2

月份，2 月份由于疫情原

因，通知课程延迟到暑假

8 月份。就在暑假上课前

一天，对方又打电话，称

课件数据损坏，无法上课，

课程延期到寒假。前几天

迟迟不见开课通知，又多

次拨打老师电话催促，没

想到在今年 1 月 15 日，对

方在我们上课的体验群发

了一纸通知，称学校不开

了，剩下课程会在疫情结

束后安排，费用无法退还，

等再拨打老师电话已经打

不通了。”

根据谢女士提供的转

账证明和聊天截图记者注

意到，“尚道奇全脑教育体

验群”1 月 15 日发布的一

则通知称，今年暑假，机构

老师曾挨个给家长打电话

通知上课，但是没有几个

来上课的，加上教育局不

允许线下机构开课，所以

课程迟迟没有安排。并称

学校赔钱了，没有钱退给

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疫情

结束后安排上课，如果家

长觉得不合适，可以用自

己的方式维权。“她的说辞

明显前后矛盾，暑假期间

说课件损毁，现在又说没

学生上课。”谢女士气愤地

说，和她遭遇同样情况的

还有 30 多名家长，399 元

虽然不是大数目，但这样

欺骗大家实属不该。

1 月 18 日，记者根据

家长提供的地址来到新城

区北垣街小学南 100 米的

文体局院内，上到4楼，发

现原本的内蒙古尚道奇全

脑教育机构已经换成了另

外一家教育机构。在三楼

办公的一家名为巧问教育

托管中心高姓工作人员得

知记者来意后表示：“尚道

奇全脑教育机构早就搬家

了，他们曾通过我们托管

中心租赁了4楼，但租赁合

同已经于2020年2月份到

期，具体搬到哪里就不得

而知了。”

记者随后多次拨打内

蒙古尚道奇全脑教育机构

负责人王老师的电话，电

话一直显示无法接通。当

日下午，记者就此采访了

内蒙古合亿步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越，张越律师表示，

教育机构与家长们达成了

提供培训的合同，属于合

同关系，如果是教育机构

因经营不善无法继续为孩

子提供培训服务，教育机

构的行为可能涉及合同违

约的问题，家长们可以向

法院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

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此

外还有一种情况，如果教

育机构以提供培训为借

口，与家长签订培训合同，

但实际上在签订合同时就

对学费有非法占有的目

的，还有可能涉及刑事犯

罪。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最近一段时间，呼和浩特

市民小康遇到了一件难以

启齿的糟心事。小康服刑

完回到家中，等待

他的不是妻子的

嘘寒问暖，而是一

条离婚短信和一

沓厚厚的银行信

用卡账单，“总计

20 多万，这些钱

根本不是我用的，

而 是 我 妻 子 在

2019 年 花 掉 的 ，

消费期间我还在

服刑，她也并未征

得我的同意。这笔

债务需要我自己

承担吗？”1 月 12

日，市民小康向北

方新报抖音官方

账号后台留言反映，2019

年，他因打架斗殴被判入

狱，2020 年服刑期满，出

狱当天去刑警队取手机，

一开机收到的就是一条冷

漠的离婚短信和无数封信

用卡账单信息，欠的最多

的有45300多元，少的也有

10000多元。

小康表示，家里既没

车贷也没房贷，在发现自

己名下的 7 张信用卡总计

20余万额度全部被透支并

出现逾期时，他第一反应

是妻子被骗了，在微信上

反复问了多次，妻子坚称

是自己花了，但本人却一

直不露面。“我查看消费账

单，有的是在足疗店消费1

万元，酒店开房1万多元，

还有各种游戏消费。我现

在没有工作，确实没有能

力还款，而且她在我一出

来就想着离婚，这让我更

加心灰意冷。最让我感到

郁闷的是，现在她还玩起

了失踪，电话打不

通，去她老家赤峰

也没找到人。”小

康无奈地说。

1 月 12 日，记

者根据小康提供

的信息拨通了其

妻子的电话，电话

显示停机。当日，

记者就此事采访

了内蒙古合亿步

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 越 。她 告 诉 记

者，根据《刑法》第

196 条，恶意透支

信用卡，数额较大

的构成信用卡诈骗

罪，依法要承担刑事责任。

如果说小康在服刑期间确

实没有用过这几张信用卡，

受这种客观情况的限制，只

要能够认定这部分钱确实

是他妻子花掉的，他妻子也

认可，小康可向法院起诉，

申请认定这部分钱为妻子

的个人债务。

记者随后就此事采访

了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

院未审庭副庭长王美春。

王法官分析，《中华人民共

和国婚姻》和刚刚实施的

《民法典》对婚姻关系存续

期间夫妻共同债务、个人

债务都作出了相关规定，夫

妻一方未经对方同意，独自

筹资从事生产或者投资经

营活动所负债务，且其收入

确未用于共同生活的；夫妻

一方因个人不合理的开支，

如赌博、吸毒、酗酒所负债

务等，可认定为夫妻一方个

人债务。也就是说，在有证

据证明的前提下，小康的信

用卡所负债务如果没有用

于双方共同生活，比如偿

还房贷、车贷，或者抚养小

孩等家庭生活，可认定为

其妻子个人债务。但具体

个案在审理过程中也会结

合证据综合考量一些因

素，诸如其妻子是否有收

入来源，在小康服刑期间，

妻子也要面临部分生活支

出等，这笔债务小康或也

需承担一部分。

丈夫服刑 妻子刷爆其信用卡玩消失

价值5000元自行车商场门口被盗
监控拍下小偷作案过程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张巧珍） 1月

18日，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巨海城的市民许女士在北

方新报抖音官方账号后台留言，1 月 14 日 17 时许，她骑

着新买的自行车载着弟弟去附近的维多利万悦城超市

购物，逛完超市出来，发现停在商场门口新买的山地自

行车不见了。“我的自行车是黑绿相间的，刚买没几天，

花了5000多元，当时自行车就锁在商场门口自行车停放

点的栏杆上，结果逛完超市出来就发现自行车被偷走

了，随后我就报了警。警方通过调取监控发现，整个行窃

过程不过 30 秒。”当日，许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

行车停放的地方虽然在盲区，但通过监控仍能一眼看到

小偷骑着自行车离开的过程。在她看来，商场并未尽到

安保责任。

通过许女士提供的监控视频记者发现，一名身穿黑衣

服、戴着白色口罩的男子路过维多利万悦城门口，突然驻

足回头，貌似发现了停在不远处价值不菲的自行车，他几

乎不假思索地直接向自行车走去，没有一会儿，便骑着自

行车扬长而去。

当天傍晚，记者来到维多利万悦城，发现附近公共区

域仍旧停有几辆自行车，但门口并未看到有保安。居住在

附近的市民王瑞称：“这一带老丢自行车，小偷眼光高得

很，专挑高档自行车下手。”

1 月 19 日中午，记者就此事采访了内蒙古维多利万

悦城企划部经理郭萧然，她告诉记者：“每到年底，商场

门口丢失自行车的事就屡屡发生，商场安保人员还曾在

巡逻过程中抓到过两个小偷。不过，商场在门口并未规

划自行车收费停车场，所以没有专人负责看管，但有安

保人员日常巡逻。当天许女士丢失自行车后便报了警，

我们也第一时间配合警方全力调查。根据调取监控所

知，许女士的自行车是停放在市政规划的公共自行车停

放点，正好是监控盲区，且许女士进来购物时也未曾嘱

咐我们工作人员帮忙看管，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不该由

我们来承担。”

记者了解到，目前，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中专路派出所

已经介入此事，警方正在全力调查中。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张弓

长） 1月15~18日，《北方

新报》和正北方网先后对

一伙人深夜在呼和浩特市

赛罕区黄合少镇一公司项

目区域内疯狂盗挖砂石，

并扬言活埋阻拦者的情况

进行了报道，报道刊发后，

引起了社会关注。

1月18日下午，记者就

此事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公安分局刑警五中队马姓

民警联系后得知，警方已抓

获两名犯罪嫌疑人，并依法

刑事拘留。目前，这两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取保候审，此

案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伙人深夜盗釆砂石续：警方已抓获两名嫌疑人

小康和妻子的聊天记录

◎热线追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