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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罗水元 市民李先生与
上海太平洋房屋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太平洋”） 签订居间合同买房，随后反
悔，上家同意解除居间合同，但中介扣押上
家房产证，要求支付服务费。律师指出，

“ 太平洋”居间未成功，不能收取佣金，也
不能收取违约金，其扣押上家房产证也不
妥。上家可以向法院起诉中介索回房产证。

购房者签居间合同后反悔
今年10月31日，李先生前往沪亭公路

亭知路太平洋房产中介门店，与其签订
《 房地产居间合同》，欲以155万元的价格

购买上家金先生一套房子。签订居间合同
时，上家将房产证放在中介那里，李先生
通过中介向上家支付了2万元定金。

李先生说，签订居间合同前，他曾于
10月30日前往该中介门店看房，对房子比
较满意，也将自己未连续在上海交满一年

社保的情况予以告知。太平洋有关工作人
员曾告诉他，由于他社保未连续交满一
年，不好购房。

李先生介绍，由于以前听说即使社保
未满一年，也可以通过“ 包装”后购房，便要
求太平洋给他“ 包装”。太平洋同意的同时
提醒他，只能试试看，不能保证以后能过户；
只有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签完购房合同
并网上备案后，才能在明年6月，即到他在沪
连续交满一年社保的情况下才能过户。

此后，李先生咨询有关人士被提醒，
网上备案不能一次持续至明年6月，中途
还要续签，因此产生一定风险。被提醒后，
李先生反悔了。

“ 太平洋”要求买家付服务费
反悔后，他找到了上家金先生，对方

于11月1日签订协议同意与他解除居间合
同，并不追究他的违约责任。前提条件是，

由于中介不肯退还房产证，要求他于10天
内到中介那把房产证索回；否则，原来收
取的2万元定金，只能退还1万元。

李先生找到太平洋，对方说在其居间
下，上下家已签订居间合同，李先生违约
后，需支付相应服务费。

11月8日，记者来到太平洋现场采访
时，有关负责人肖先生说，在李先生与金
先生签订居间合同前，得知李先生交社保
情况后，就明确指出他不能购房，在李先
生坚持要求“ 包装”后购房的情况下，还
进行了风险提示。李先生坚持签订居间合
同后又反悔，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

记者注意到，双方所签居间合同上明
确，如果买方在签定居间合同后反悔不
买，“ 应按本合同约定购买总价的2%，向
居间人支付违约金，同时卖方已收取的定
金将不予返还。”至截稿时，本报未收到当
事双方对事件进展的主动反馈。

买了上下两册书 只收到下册
据周女士介绍，10月24日她在当当网

上购置了一批书籍，总价格为710.8元。
“ 第二天，我收到书籍后也没有现场拆封

打开，因为在对方提供的签收单上已经非
常详细地列明了每本书的名称。” 周女士
在核对完签收单上的书名后就签字确认
收到货。“ 等我拆开包装后才发现，其中为
上下两册的《 临床检验诊断学图谱》竟然

只有下册，没有上册。”周女士告诉记者，
这套书价值523.5元是这次购置书籍中最
为贵的一套书，“ 当天，我就立即联系了当
当网客服，但对方说需要我先在网上填写
相关的退换货申请。”

然而，就在周女士填好并递交了退换
货申请的第二天，她发现对方对此没有任
何反馈。于是，周女士又再次电话联系了
当当网的客服，“ 对方这次回复称，因为需
要处理的事情太多，暂时来不及处理，让

我耐心等待。”周女士表示，当时她也听信
了客服人员的解释，就准备再等一天看
看，结果第三天对方还是没有任何回音，
无奈之下周女士第三次拨通了对方的客
服电话，“ 这次他们什么都没解释，就很干
脆地称会处理的，让我不要急。”

等了十多天 也没等到退货处理
没有任何原因，就又要让自己继续等

待下文的态度，很是让周女士受不了。“ 没
办法，之后我又连着联系了对方好几次，
但每次得到的回复不是让我等，就是让我
继续等，这样拖沓怠慢的回应态度，让消
费者何以接受？”周女士气愤地说道。

从10月25日到11月3日，总共10天的时
间，周女士称已经搞不清楚自己给对方到
底打了多少通电话，“ 就是退换货这么简单
的事情，对方一直说处理，但却迟迟毫无动
静，这种服务速度与质量实在不敢恭维。”

11月4日，当周女士最后一次联系当
当网客服时，对方终于给出了她相对明确
的回复，“ 他们表示会在5日下午派工作人
员将书取回，并且退还相应的钱款。”结
果，5日当天周女士在家中等待了一整天
的时间，也没能将对方的快递员等来。

截稿消息：当当网称已退还相应钱款
记者随后联系了当当网的客服负责

人叶先生，在了解完情况后，叶先生表示，
“ 首先我们这边一定会尽快与周女士取得

联系，先将下册书取回。如果真的是缺货，
那么我们肯定会将相应的钱款退还到周
女士的账户中；反之，则会第一时间将完
整的上下两册书籍快递给她。”

记者截稿时获悉，当当网方面已经上
门将书取回，并将货款退给了周女士。

本报讯 记者 陈诗松 近日，读者朱
女士向本报投诉称，在易迅网上购买了1T
移动硬盘，商家承诺的50元优惠券却迟迟
不打入账户。易迅客服对此解释前后不
一，四次更改协商方案双方仍未达成一
致。经本报协调，易迅终愿意补偿等值积
分，并承认存在没有及时告知消费者优惠
券是限量且已发完的事实。

下完订单 承诺的优惠券不见踪影
读者朱女士向与本报合作的新浪上

海投诉频道(@上海维权投诉)反映，10月
22日她在易迅网上看到了一个优惠活动
的页面，购买一个某品牌1T的移动硬盘，
就送50元的优惠券和一个清洁套装。如此
优惠的活动让朱女士心动不已，立刻下了
订单。

第二天，朱女士就收到了货，清洁套
装和移动硬盘一起到了，但是50元的优惠
券却在2天之后还没有到账，于是拨打客
服热线询问情况。工作人员给出的解释
是，“ 优惠活动是有的，但是优惠券已经送
完了，朱女士下单晚了，因此无法再享受
优惠券的福利。”

听到客服这样的回答，朱女士很生
气，“ 下单买硬盘，很大原因是看中这个优
惠。当时如果我看到有先到先得，或是限
量发售的字眼，我是不会下单的。现在客
服的说法听起来像是易迅没有任何错误，
丝毫不顾及给消费者带来的恶劣影响。”

易迅四次更改协商方案
记者了解到，朱女士就此事与易迅网

的客服多次沟通，工作人员对此给出了补
偿积分的协商方案，从最开始补偿相当于
5元的50积分，到100积分，再到200积分，
朱女士始终不愿接受，她告诉记者，不同
意该协调方案很大的原因是“ 客服的态度
给人感觉只要给我补偿就可以了，但网站
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对此，记者拨打了易迅网的客服热
线，对于优惠券无法按照承诺提供的原
因，工作人员一会儿解释说“ 优惠券是限
量发行，活动海报上有明确标识告知”，一
会儿又说“ 其实是活动已经结束，但是海
报还没来得及撤下来，导致消费者误会”，
并表示“ 目前活动已经结束，无法查证”。

当记者询问具体协调方案时，工作人
员又给出了新的方案：补偿200积分，同时
赠送一个4GB的U盘，但是朱女士依然因
为客服无法对其失信给出明确答复而拒
绝该方案。

最新进展

易迅承认问题 补偿500积分
在记者联系易迅的4小时后，记者接

到易迅客服的电话，表示对于优惠券的
事情已经有过核实。该客服向记者解释
说，“ 优惠券是限量的，但是海报或页面
上没有及时告知消费者，这次确实存在
问题，今后会在这方面加强 管 理 和 改
正。”

记者从工作人员处得知，最终易迅给
出了补偿500积分的协调方案，“ 500积分
是永久有效的，比原先有使用期限的50元
券优惠程度更大，会在1—3个工作日内打
到投诉人的易迅网账户。” 投诉人朱女士
对此解决方案也表示认可，但希望易迅网
在今后的客服工作中能够更重视消费者
的意见。

当当网上买书 只送来下册没有上册
消费者反复交涉 当当网终退款

买家签居间合同后反悔 中介仍欲收佣金
律师：居间未成功 下家无需支付佣金与违约金

下单后
说好的优惠券没了
易迅承认问题并补偿 500 积分

上海申骏律师事务所赵星海律师指
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房产中介只
有在中介服务完全履行完毕后，才能收取
服务费，其标志就是上下家签定房屋买卖
合同，现在，李先生与金先生还没有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无需向中介支付服务费；
同样，即使居间合同里有要求下家在签订
居间合同后反悔情况下支付违约金一说，
也因居间没有成功，这一条款没有法律效

力，李先生无需支付违约金。
赵星海指出，尽管李先生指出中介没

有就签订居间合同后网上续签有关情况
进一步进行告知，但中介已就李先生没有
连续交满一年社保而购房进行过风险提
示，尽到了提醒义务。何况，合同的签订，
一般都有一定的风险，合同双方都有责任
和义务去事先了解。

不过，李先生反悔后，上家有权没收

已收取的2万元定金。但是，由于上家没有
这方面的特别要求，而是与他签订了协
议，就应该按双方所签协议履行。李先生
如果不能从中介那拿回上家房产证，上家
就有权只返还1万元定金。

赵星海律师还指出，中介无权“ 扣
押”上家房产证，如果中介执意要继续扣
押下去，上家可以去法院起诉，要求中介
无条件退还房产证。

居间未成功中介不能收服务费

当当网上买书
只收到下册，没有
上册，联系对方客
服后苦等约半个月
后 仍 旧 杳 无 音 讯 。
近日，市民周女士
向本报热线反映了
此事。记者截稿前
获悉，当当网方面
已经为周女士办理
了退款。

本报记者 朱迪

余儒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