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0/2022关于在关于在ALUNI租房基本信息租房基本信息

ALUNI租住条件租住条件 
1. 年龄不小于18岁且不大于35岁(*)
2. 在读或毕业大学生
3. 保证在住宿期间从事学习或工作活动

房间类型房间类型 
根据房东与ALUNI办公室签订房屋管理合同类型的不同，双方对公寓与学生的职责划分也不相同。有三种不
同的房屋管理合同：基本管理型，收支管理型和全面管理型。接下来的图表会讲解基本的职责划分（在本手
册的其它部分会有详细的介绍）。

基本管理型基本管理型 收支管理型收支管理型 全面管理型全面管理型

月租与水电气的收取月租与水电气的收取 房东 ALUNI

带领学生参观公寓带领学生参观公寓

房东 ALUNI
要是管理要是管理

维护与清洁维护与清洁

退房检查退房检查

ALUNI会告知每位学生其租住公寓的管理类型，以方便学生知道应与谁联系以处理不同的事宜（例如支付月
租或者处理一些故障等等）。

ALUNI编号（学生编号，公寓编号和房屋编号）编号（学生编号，公寓编号和房屋编号） 
每一个在ALUNI租住的学生都会有一个学生编号，在ALUNI办理手续的时候需要用到它，所以学生应该牢记
自己的编号。

同样，每间公寓都有其编号。而在每间公寓内部，每一个房间也有一个编号，由公寓编号和房间号码复合组
成。通常情况下房间的编码顺序由距离公寓正门的远近决定。

客户服务客户服务 
任何与公寓有关系的事宜，如果公寓是基本管理型或者收支管理型，请与房东联系处理；如果是全面管理型
请与ALUNI办公室联系处理。如果房东不能解决问题，又或者ALUNI办公室雇员未能恰当处理，请电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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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间预约关于房间预约
内容，房东的回复以及/或者ALUNI办公室的回复至公司管理部门atencionalcliente@aluni.net。

如何在如何在ALUNI预约房间？预约房间？ 
很简单，点这个视频，花一分钟即可学会。

进入该网站，选择你最喜欢的房间，然后点击“预约”（现在预订！）即可：

正如图片中所展示的，预订房间的过程可分为五步：

确认预订的基本基本信息：入住时间，离开时间以及所选取的房间。
确认自己符合ALUNI 的租住条件。
支付定金
完整填写个人资料卡上的信息。
下载文件。待ALUNI确认所有信息后即可下载正式合同。

学生何时学生何时/何地可以收到预订的证明文件？何地可以收到预订的证明文件？ 
如果学生采用最常见的网上预订方式，在预订的最后一步即可下载证明文件。这些文件会印有“临时文件”的标
志，直到ALUNI办公室确认了该预订为止。正常情况下24小时之内ALUNI办公室即可确认预订并将文件状态
转为正式文件。

证明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1. 房屋租住合同房屋租住合同副本
2. 欢迎手册欢迎手册，包括公寓的具体信息，房东的联系信息（如果是“全面管理型”，则是ALUNI接待员工的信
息）

3. 付款凭证付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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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证明住房证明 
如果学生在办理签证的时候需要提供住房证明，在已预定ALUNI公寓的情况下，可以向办公室申请该公寓的
住房证明。

如果证书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发送，€45。 如果证书必须通过普通邮件发送，€95。

但住房证明的签发需要满足以下三项条件

1. 租户已支付了全部的押金
2. 租户已支付合同中介费
3. 租户的租期不少于120天

Política de Cancelación 
Si se dan estas dos condiciones simultáneamente: 1º Si se cancela la reserva en las 24 horas siguientes al
pago de la misma y 2º Si entre la fecha del pago y la fecha de entrada medien al menos tres días, se
devolverá la totalidad del importe.

Si se cancela la reserva cuando quedan más 60 días para la llegada, se devolverá el importe de la fianza,
pero no la comisión de reserva.

Si se cancela la reserva a menos de 60 días para la llegada, no se devolverá ni fianza ni la comisión de
reserva, salvo que el estudiante presente a otra persona en su lugar para ocupar la habitación por un
periodo igual o superior (en tal caso se devolverá el importe de la fianza, pero no el de la comisión de
reserva).

Si se cancela la reserva a menos de 30 días para la llegada, y la llegada es en octubre, noviembre, febrero
o marzo, tendrá una penalización adicional de un mes de alquiler.

Si una vez alojado, el inquilino decide rescindir unilateralmente su contrato antes de la fecha establecida,
deberá compensar al menos con un mes de fianza.

En caso de querer cancelar la reserva, debe escribir a info@aluni.net.

Si se tratara de un apartamento de dos habitaciones o de dos plazas, puesto que sólo puede ser reservado
conjuntamente por dos personas durante el mismo periodo de tiempo, en este caso ambos inquilinos se
hacen responsables solidarios del cumplimiento de las obligaciones de su compañero/a, abonando el
importe del alquiler de la plaza que queda libre mientras permanezca uno de los dos en el piso

Política de Cancelación durante el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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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住房押金关于住房押金

Si antes del inicio de tu contrato de alquiler, por el covid-19 se cancelara definitivamente tu
programa académico, tus prácticas, tu contrato laboral, o se restringieran temporalmente
los viajes (de tal modo que no pudieras entrar en la ciudad donde has reservado tu
habitación), si no deseas alojarte, se anulará tu contrato y se te devolverá la fianza.
Si una vez comenzado tu contrato de alquiler se suspendieran las clases por motivo del covid-19, puedes
elegir: seguir viviendo en el piso durante el eventual confinamiento (como hicieron más de mil estudiantes
de Aluni durante la primavera pasada) o rescindir el contrato pagando sólo hasta el mes en que estés
alojado y la fianza depositada: en este segundo caso se entiende que desalojas completamente la
habitación y devuelves las llaves, dejándola disponible para otra persona

En caso de querer cancelar la reserva, debe escribir a info@aluni.net.

押金的数额是多少？押金的数额是多少？ 
押金数额等同于租住房间的月租金，且最低为250欧元。例如，房间月租金为150欧元，则押金为250欧元。
如果房间月租金是450欧元，则押金为450欧元。

如何支付押金？如何支付押金？ 
可以用一下方式支付押金：

1. 在预定房间的过程中，使用信用卡在ALUNI网站支付(位于每个房间预订时“现在预订！” 页面)。 这是
推荐使用方式。

2. 银行转账至ALUNI指定账户支付. 在预订房间的过程中会有相关的账户信息供查询。
3. 用现金在办公室支付。
4. 使用信用卡在ALUNI的办公室支付。

如果银行误向ALUNI收取了转账手续费，学生则需在签订合同时补齐押金。

押金的用途是什么？押金的用途是什么？ 
押金有两个用途：用于提前预定房间（订金）和确保退房时房间状态保持与入住时一致（押金）。因此，学
生不能用押金支付最后一个月的房租。

在特殊情况下，由谁来决定扣除全部或部分押金？在特殊情况下，由谁来决定扣除全部或部分押金？ 
在学生没有完全履行合同的条款时，由ALUNI，而不是房东，决定扣除其部分或全部押金。

什么时候可以退还押金？什么时候可以退还押金？ 
押金将在学生租期结束后退还。ALUNI努力尽快为每位学生办理押金退还。如果由于特殊情况，ALUNI在无
理由的情况下推延押金退还超过了一个月，退还的款项中将包括超期天数押金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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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抵达学生抵达

退还押金的条件退还押金的条件 
1. 在ALUNI官网的学生用户界面填写银行资料。
2. 在直接由房东管理的公寓中，需向ALUNI提交带有房东签字的“押金退还证明”
3. 保证公寓和房间的状态与交付使用时一致：

4. 归还公寓钥匙.如果是ALUNI管理的公寓，需将钥匙交还给ALUNI办公室并确保配发的安全钥匙扣完确保配发的安全钥匙扣完
好好（请查看“关于钥匙”章节）。其他公寓中则需交还给房东。

5. 离开时确保房间的干净，整洁，不留下任何垃圾。确保衣柜已经清空且整洁。确保垃圾桶已经清
空。枕头等床品需全部置于床垫上。

6. 了解当时租金，水电气费用等支付情况。
7. 填写在线反馈表“离房检查清单”。在ALUNI官网通过学生的用户界面可以登入填写。

押金退还方式押金退还方式 
可以采用以下三种方式退还押金:

1. 退还至信用卡
2. 转账至学生指定的银行账户。
3. 转移给其他入住ALUNI的朋友

若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退换押金，学生则需要需要通过ALUNI官网的学生用户界面填写银行资料。

对于非欧盟区学生而言，最方便的退还方式是退还至信用卡，但是这要求学生在退还押金的前十二个月内曾
经使用该信用卡向ALUNI支付过租金。

如果在同一公寓内居住数年，应如何处理押金？如果在同一公寓内居住数年，应如何处理押金？ 
.如果学生希望在下一个学年继续租住同一个房间，可以向ALUNI申请保管订金用于来年使用。

如果学生想确保自己的房间在接下来的一年扔可以居住，需在假期前，与ALUNI签订下一年的租住合同。

如果在租房合同结束前退房如果在租房合同结束前退房 
如果学生决定在租住合同到期之前离开，根据合同条约，将不能收回押金。

不能完整履行合同租期的学生，在离开之前，如果可以找到其他同学，在合同规定中剩下的时间内租住此房
间，代为完成租房合同，则可以收回押金。

抵达指导文件抵达指导文件 
在网上预订房间的最后，租户可以下载一份特制的抵达指导文件。该文件包括房东的联系方式，房屋的具体
地址，以及从机场出发的公共交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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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之前如何通知？抵达之前如何通知？ 
学生需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电话方式，提前两周或者三周，与ALUNI确认其抵达的日期和时间，以便ALUNI办
公室通知房东和公寓中的其他学生（如果有的话）。

如果到达时间和工作时间不一致，或非工作日到达怎么办？如果到达时间和工作时间不一致，或非工作日到达怎么办？ 
在ALUNI的官网可以找到各个办公室的工作时间和节假日安排（点击官网“联系我们”标签，选择所查询的办公
室，将鼠标指针移至右下方“节假日”处即会展示节假日安排）。

如果学生在办公时间之外达到（如晚间或者周末），并且房东和公寓中其他同学也无法接应，学生需安排临
时住宿，等待ALUNI办公室营业。这种情况下，抵达之前，学生可以向ALUNI咨询其住所附近的旅馆信息。

除此之外，学生也可以向ALUNI申请“特殊抵达”，意为一ALUNI员工会在工作时间外接待学生。该服务的费用
为每次50欧元，需要在到达前支付，并且需要提前通知ALUNI并获得确认。

入住第一天和入住第一天和“入住清单入住清单” 

到达房间后，学生如果发现任何器具的损坏或合同中提及物品的缺失，需及时通知ALUNI。

如果在入住7天之内，学生不提出任何疑问，器具的损坏和物品的缺失需由学生本人负责。这就是学生到达是
收到的“入住清单”的用途。入住清单可在“欢迎文件袋”中找到，并需在线填写（www.ALUNI.net >我是学生 >
用户区域）。

在使用床之前，请务必检查床垫是否配有保护罩：

如果想要在合同到期前换公寓如果想要在合同到期前换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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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ALUNI管理的公寓的钥匙管理的公寓的钥匙

关于合同的执行关于合同的执行

一旦选定公寓，只能在合同期结束后更换公寓。

ALUNI会在网上提供充足的房间信息（平面图，照片，过去租住同学评价，房间状态等），这样学生可以无
需到达房间即可直接选房。

如果学生希望更直接了解具体房间情况，在支付押金之前可现场查看房间。

在没有亲自查看房间却直接预定后，如果因为不喜欢的原因而不愿租住，押金是无法退还的。

学生应该知道，一个房间在被选择并预定后，其他人就不可以再对此房间进行预定。因此如果后来学生不愿
意租住该房间，对其他人（其他学生和房东）而言是极不公平的。

在哪里领取钥匙？在哪里领取钥匙？ 
在直接由ALUNI管理的房间，学生应到ALUNI办公室领取钥匙，并在最后租期结束的时候交还到同一个办公
室。其他类型的房间，学生可以直接在房东那里领取钥匙，最后离开房间的时候需将钥匙归还房东。

如果学生在办公室取得钥匙，应在一份名为“钥匙收据”的文件上签字，该文件会注明钥匙的数量，所属的公寓
和获得的时间。

钥匙上都会有钥匙扣，学生不能损坏它，否则会损失押金。

必需交还钥匙才能办理押金退还吗？必需交还钥匙才能办理押金退还吗？ 
学生在离开公寓之前应退还钥匙以收回自己的押金

若公寓为基本管理型或收支管理型——除非ALUNI告知学生有意外——钥匙应当归还给房东。全面管理型公
寓则应退还钥匙给ALUNI办公室。

直接由ALUNI管理的公寓，如果学生无法在ALUNI办公时间交还钥匙，可以请一位自己的朋友以该学生的名
义归还（但对钥匙的责任则由该朋友承担）。同样也可以将其投放在办公室设立的钥匙收取箱中（归还前应
询问具体位置），并给llaves@aluni.net发邮件告知已经通过该方式将钥匙归还。

在学生离开公寓，归还钥匙后，应申请一份钥匙的归还证明（“钥匙归还证明”），该证明是退还押金的重要证
明文件。

出于安全考虑，请勿将公寓地址标记与钥匙上。

学生应向学生应向ALUNI支付多少合同费？支付多少合同费？
ALUNI 向学生收取合同管理费用，费用根据城市和预订日期而有所不同。

如果合同结束前30天，学生需要签订同一个房间超过一百天的第二份合同或后续合同，将不需要交付合同
费，第二份合同或后续合同将立马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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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生来自与ALUNI签订合作协议的教育机构或者公司，可以
下第一个合同的基础上享受一定的优惠，但是需要满足以下两
个条件：

1. 学习中心给学生一个独特的折扣代码，以前由ALUNI交
付，仅在支付预订时使用

2. 该合作机构的网站上放置了ALUNI的相关链接。

合同何时生效？合同何时生效？
默认情况下，学生在网上确认预定房间并支付押金以后，合同即视为生效。

纸质合同的签署仅作为该合同的证明。之后ALUNI将为学生预定该房间，并不再将其提供给其他学生。

合同性质合同性质
房间租用合同是临时性的，因此学生需要了解该房间并非其长期居所，仅为临时居所，与其学习和实习的时
间段相关联。

学生都不能像长期居住所一样延长合同。

合同的终止合同的终止
合同在租期结束后自动终止

如果房东没有完整履行合同义务，学生应该及时同事ALUNI，以便正式告知房东履行其义务。

如果房东依然未履行义务并且在学生希望的情况下，ALUNI作为协调人，可以终止合同并为学生提供其他房
间。

如果学生没有完整履行合同义务，需搬离房间，并无法退还押金。

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合同的权利和义务
.请务必认真阅读所签署的住房合同中所述的权利和义务，该合同适用于所有学生和房东。

义务中重要的有：

条款条款B10：水电气的费用由租客承担，需每个月支付给房
东。

条款条款B11：需经过公寓内其他人的同意，才能接待朋友或家
人的来访。（如果是居住在寄宿家庭的话，需要得到房主
的同意）。访客不能在公寓中留宿。（ALUNI承诺可以为
他们找公寓附近的青年旅馆或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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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条款B12：不允许在公共区域吸烟，包括餐厅，厨房，客
厅，卫生间和过道。

条款条款B13：房客们须遵守社区规定，尤其要避免产生噪音。
不允许在房间内举办聚会活动。

条款条款B14：公寓的作息时间由房客协商确定（如果是寄宿家庭房客需要尊重房东的作息时间）。公寓的
作息时间，特别是学习时间和晚上的作息时间被看作是合同条款中的一项。同样地，由大部分租客决定
的公寓合理共处准则也被视做合同条款的一项，例如家务分配：倒垃圾，打扫厨房，收取信件等等。如
果是在寄宿家庭，学生应当主动承担家务。

条款条款B15：房东不对房客租住期间出现的盗窃和损坏公寓财
产负责。

条款条款B16：房客应该尊重公寓内的摆设和装饰，除非有房东
的许可，否则不能添置新的家具。不允许在墙上粘贴或者
装订物体（钉子，角钉，塞子，粘贴物。。。）

条款条款B17：不可以往公寓内饲养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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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月租金及水电气开销关于月租金及水电气开销

条款条款B18：不允许在房间内存放枪械武器，不允许存放易燃
易爆物品，不允许在房间吸食任何形式的毒品（包括大
麻），不能在房间内过分饮用含酒精的饮品，也不允许曝
光色情材料或者其他侵害他人尊严，平等和情感的物品
（杂志，海报等）

每月房租是多少？每月房租是多少？ 
房租是按日计算的。合同中标注的房间为30天的租金价格。所以，如果某月有31天，则需要多支付一天的房
租，如果某月租住时间不足30天，则按实际天数计算房租。

向谁支付每月房租？向谁支付每月房租？ 
在由房东负责管理的住房里，由学生每月直接向房东支付房租。如果是由ALUNI直接管理的住房，学生每月
则想ALUNI支付房租（由ALUNI转交房东）。

什么时候支付每月房租？什么时候支付每月房租？ 
缴纳房租的日期为每月6号之前。如果学生无故拖延缴纳房租，超期天数每日应向ALUNI缴纳8欧元的滞纳
金。

有哪些支付方式？有哪些支付方式？ 
在由ALUNI管理的住房里，学生直接给ALUNI缴纳租金，由ALUNI转交房东。在其他住房里，学生直接向房东
缴纳租金，方式可跟房东协商。

如果学生在ALUNI缴纳租金，则可以由以下几种方式支付：

1. 通过在线付款信用卡在线支付。（推荐）网上支付时请一定要注明房间编号和转账内容
2. 通过银行转账到ALUNI的银行账户，请务必明确注明学生姓名，公寓编号和转账内容。ALUNI办公室
的账户信息可以点击这里查看。

3. 在ALUNI办公室现金支付。
4. 在ALUNI总办公室使用信用卡支付。

如何计算到达月或离开月的房租？如何计算到达月或离开月的房租？ 
The student has to pay from the date of the beginning of his contract until the date of the end of his contract.
Obviously, if the student arrives some day later than the date of the start of his contract, he also pays the
days of delay, sin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his contract the apartment was reserved for the student. Likewise,
if the student leaves before the contracted date, he will have to pay until the end of his con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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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房间维护关于房间维护

As a general rule, most landlords only allow rental contracts to start and end with full fortnights. For
example, if you arrive on the 5th of the month, you have to sign up from the 1st; And if you arrive on the
17th, you have to contract from the 15th. And as regards the end date of the contract, it will have to end on
the 15th or the last day of the month. For example, if you plan to leave on June 28, you would have to make
a reservation until June 30, even if you leave on June 28. In any case, Aluni's website already shows this
condition when booking.

房租是否包括水电气开销？房租是否包括水电气开销？ 
房租中不包括水、电和煤气的费用。房租中不包括水、电和煤气的费用。

这些费用通常为每天1.5欧元，当然，需要根据个人的使用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会依据账单支付。

在ALUNI直接管理的住房里，学生每个月缴纳40欧元的水电煤气费，每3个月根据实际的账单进行核算。在合
同到期的时候，ALUNI或者房东会与学生核对最终账单，多退少补。

如果学生有要求，房东由责任提供水电煤气开销的发票。

如果房间中有网络，则不需要学生另外支付，因为房租中已经包含。

房租什么时候有优惠？房租什么时候有优惠？ 
在每年六月，七月和八月这期间大部分的房东会给在房租上面有优惠价格。同时对租期超过100天的租客也有
优惠价格。

清洁和修理清洁和修理 

由ALUNI管理的公寓，维护人员到达公寓时，学生须填写并签署
一张服务证明,以此证明学生按时无误的接受到此项服务。（签署
证明前须检验该服务是否已履行，核对维护人员进门时间以及离

开时间）。如果学生认为负责维护的人员没有完整地履行他的工作，应该及时向ALUNI反映，并且拒绝签署
服务证明。

学生须尽力保证公寓公共区域保持整洁：厨房洗碗池无厨具堆积，浴室无衣物和毛衣堆积，客厅，走道干净
整洁。学生不应将个人物品放置于公共区域。学生不应将个人物品放置于公共区域。

寓所非旅舍：衣物的洗涤和熨烫，房屋的清扫，食物以及任何
其他旅舍所提供的服务，将由学生自行负责。因此，学生不能
向房东提出以上要求。

但是，ALUNI向学生承诺，为每个出租寓所的公共区域提供最
基本的维护，并不收取额外费用（通常为每周2小时的清扫，
根据入住情况而定）。这个基本维护服务不包括打扫学生个人
房间，不包括清洗碗碟，不包括整理房间，也不包括收拾垃
圾。

学生有权要求房东修理房屋设备或家用电器。学生自己引起的
设备损坏除外。（这种情况下，修理维护费用需要由学生自行
承担。如果无法确认物件损坏的责任，该公寓所有房客须共同
承担责任）。

学生有责任尽早向ALUNI或房东报告房间的损坏，其中包括了
有可能发生的损坏。这些信息可以直接向办公室反映或发邮件
到averias@aluni.net。ALUNI有责任尽快处理维修或者告知房
东让他处理维修。

保护公寓建议保护公寓建议 
1. 每天清理垃圾。
2. 为了减少水电气开销，建议同学们用淋浴代替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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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房退房

3. 为了延长锅具使用寿命，建议学生用木制餐具。
4. 如果厨房有陶瓷电热设备，建议使用专用的清洗产
品。

5. 建议公寓每天进行至少5分钟的彻底通风。
6. 暖器最适宜的温度是20摄氏度。因此建议时常关注气压
表，表上指数应在1和2之间。如果指数小于1或者大于
2，可能会引起无法修复的损坏。如有疑问请询问
ALUNI或房东。

公寓和家电指导公寓和家电指导 
学生们可以通过其在ALUNI官网的个人账户下载一份基本的公寓和家电指导（洗衣机，冰箱等）

个人食物的储存个人食物的储存 

每个学生撤离公寓时，需要把冰箱中所有个人物品清理干净。

在通常情况下，建议学生检查冰箱内或厨房中是否有离开的学
生留下来的需要处理的食物。

在厨房和冰箱每个学生都有特定的空间储存自己的食物。

避免房间偷盗及意外避免房间偷盗及意外 
1. 须始终用钥匙将房门锁好，不论是外出还是在公寓内。
2. 不要通过房屋内接话器给陌生人打开楼底大门。警惕推销员，如果他们要求进入楼底大门向邮箱内
投掷广告，请不要开门。

3. 切勿在钥匙扣上标注地址。
4. 如果闻到燃气泄漏，应将窗户打开，关闭明火以及燃气阀门。如无法确认泄漏源，应立即通知房东
或者ALUNI。

5. 切勿将现金或贵重物品放置于视线可及出。

正常退房正常退房 
在退房的时候，学生应做到以下几条以确保押金的退还

1. 应在合同结束日期当天24:00之前离开。
2. 房间应收拾整理干净，保持与入住时的状态一致。
3. 床上用品均应放置在床垫上。
4. 应当清理厨房的个人食物（尤其是冰箱）和厕所的个人清洁物品。
5. 房间内不能有待丢弃的垃圾或者个人物品。
6. 关闭房间内所有的电源，如果整个公寓均无人居住，则将煤气也同样关闭。
7. 如果是全面管理型公寓，钥匙必须归还至ALUNI办公室（若未归还钥匙则不能拿回押金，参见“关于
钥匙”部分）。其他情况下钥匙则应交到房东手中。

8. 必须在ALUNI官方网站的个人账户中填写“退房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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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寓共处事宜关于公寓共处事宜

非正常退房非正常退房 
非正常退房意指在合同到期前离开公寓，该情况下学生不能取回押金。

非正常退房意指在合同到期前离开公寓，该情况下学生不能取回押金。

如果学生因未能履行合同条款而被中止合同，押金以及其他已付款项均不能退还。

共处准则建议共处准则建议
1. 共同协商家务分配：做一张家务分配清单：

a. 每天清理垃圾
b. 取邮件
c. 买厕纸
d. 清理厕所
e. 打扫过道和客厅
f. 浇灌植物

g. 使用洗衣机
h. 等等

2. 商定一个安静时间表，在该时间段内，公寓内所有人都应该尽量避免制造噪音，以便学习或休息。
3. 购买公寓中公用的消耗品：油，卫生纸，肥皂，洗衣液等。

4. 规定公寓的来访时间（禁止留宿）
5. 在每次使用完碗筷等厨房用具后及时清理，并清洁水槽。
6. 将私人物品储存在自己的房间（例如，不要将个人卫生用品放于卫生间或公共区域）。

与室友的关系与室友的关系
如果某学生身患重病，其室友有义务立即通知ALUNI办公室。如果是急病，应叫救护车（电话号码：112）。
如非严重急病，ALUNI希望室友之间可以相互照顾，如购买药品，照顾饮食等。

由于网络连接为共享形式，为了保证同一公寓住所同学的网速，尤其在其他室友可能会被影响的情况下，学
生不可以连接网络电视或使用P2P下载。

如学生和其室友相处不愉快，很可能是由于某人没有履行合同义务造成（例如：不打扫卫生或带陌生人入
等）。这种情况下，受影响的学生应知道问题不在自身，而是没有履行义务一方。最好的处理方式是直接与
其沟通，如有必要，也可以向ALUNI反映。如果学生因为其室友不遵守合约导致自己被迫退房，是非常不公
平的。

学生与房东的关系学生与房东的关系
如公寓由房东直接管理，由他们直接和学生接触。学生应该尊重房东，不欺骗房东。

由于住房合同只是出租房间而非整套公寓，房东有权按其意愿查访公寓的公共区域，虽然ALUNI建议房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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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ias

访最好不超过一周一次。

除非是紧急情况（房屋内发生严重的设备故障），房东不可以在晚上十点以后至早上九点前进入公寓。

如收到寄给房东的信函，学生应将其保存好并交给房东或者ALUNI办公室。

ALUNI调解工作调解工作
如果学生和房东发生误会，建议学生最好在与之争论之前，要求ALUNI作为第三方进行调解，做到公正客
观。

与邻居的关系与邻居的关系
如果学生由于其邻居原因受到伤害或者被噪音困扰，建议学生直接向ALUNI反映。其他邻里问题也应及时反
映。

Emergencias muy graves
El número único de emergencias 1-1-2, es un teléfono de atención de llamadas de urgencia y emergencia.
No es un teléfono de información general como el 012 o 010. Por favor, utilícelo de forma racional.

El tiempo de espera para ser atendido es mínimo. No obstante, si en algún momento fuese necesario
esperar unos instantes, no se impaciente y, sobre todo, no cuelgue. Espere a que le atiendan.

El servicio es gratuito y accesible desde cualquier teléfono fijo o móvil y en este caso incluso sin el PIN y
cobertura de su operadora. Si no consigue comunicación desde el teléfono móvil, cambie de situación o
llame desde un fijo.

EN CASO DE INCENDIO

SIEMPRE: Llame al 112

Si es un incendio grande, salga de la casa, cierre todas las puertas que pueda, y baje por
las escaleras (no utilice el ascensor).

Si el fuego es pequeño, 1º Corte la corriente eléctrica y el gas si lo hay. 2º Retire 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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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关于ALUNI 的活动的活动

productos combustibles próximos al fuego. 3º Inente apagar el fuego si es pequeño y lo
puede controlar (situado siempre entre el fuego y su puerta de salida o vía de escape). 4º Si
el incendio está en instalaciones eléctricas o de aceite, no utilice agua.

Si es un incendio del edificio y en plantas inferiores, si hay humo en las escaleras,
manténgase en su casa, cierre todas las puertas (sin llave), tape las ranuras de las puertas
(preferiblemente con telas muy mojadas), sitúese en una habitación con ventana hacia el
exterior y hágase ver desde fuera

Si se incendia su ropa, no corra. Túmbese en el suelo y ruede sobre sí mismo. Igualmente,
si observa a alguien a quien se le ha prendido la ropa, tiéndalo en el suelo y cúbralo con
una manta o similar grande y apriete hasta extinguir las llamas.

Si tiene fuego en el pelo, tápese la cabeza con tejido muy mojado

Otras emergencias
Si la gestión de su piso la lleva directamente el propietario (gestión básica o gestión de cobros), además
de al 112, llame a su propietario (puede acceder a su teléfono desde la intranet de Aluni, en su propia ficha,
sección Contactar).

Si la gestión de su piso la lleva directamente Aluni (gestión integral), si es horario de oficina, llame a la
oficina de Aluni, si es fuera del horario de oficina, llame teléfono de emergencias de Aluni (puede acceder a
su teléfono desde la intranet de Aluni, en su propia ficha, sección Contactar).

Por favor, fuera del horario laboral, llamar sólo en caso de verdadera emergencia: cuando sea imposible
vivir en la casa o corra grave peligro su salud o la de sus compañer@s de piso.

En caso de que se vaya la electricidad, antes de llamar, asegúrese de que no es un problema común del
edificio o sencillamente se han bajado los plomos por sobrecarga en la red.

Si no es una emergencia, pero es un problema del piso, espere a que abran las oficinas de Aluni para
llamar por teléfono.

除了帮助学生寻找住宿，ALUNI同样为入住学生举办各种活动：体育比赛，文化参观，聚会和晚餐等。

因此，如有好的活动建议，请用邮件的形式发送至actividades@aluni.net,以便转发给其他学生。ALUNI十分
感谢你的帮助。

为了不让学生收到过多的活动邮件，ALUNI只将邮件发给对相关感兴趣的同学，该信息来袭入住时学生填写
的表格中。学生可随时更改兴趣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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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其它服务关于其它服务
所有组织的活动（聚会，聚餐，足球比赛，文化参观，登山，滑雪等）都会在ALUNI的社交网络上发布。

行李保管行李保管 
ALUNI可以帮学生长期保管行李（例如，暑假期间）。收费标准是：每两个大行李箱50欧元，至多保管三个
月。

机场接机机场接机 
如果前往马德里市内，可以在机场乘坐出租车：如果目的地在30公里以内，统一收费标准是30欧（基本上所
有ALUNI的公寓都在距离机场30公里的范围内）。也可以通过ALUNI办公室获得接机服务，具体价格请发邮
件至目的地所属ALUNI办公室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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