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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21日，王先生与中原
地产签订《 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
准备以100万元的价格购买位于宝
山区泰和西路上的一套房子，在支
付了意向金2万元后，他与卖家签订
了《 房屋买卖合同》。

王先生说，中原地产在介绍房
源时曾表示，房子交易成功后，有一
个户口可能迁不走，但不会影响居
住。他要求先去看房，中原地产业务
员又称，不签《 房地产买卖居间协

议》就不能看房，他就在《 房地产买
卖居间协议》上签了字。签完该协
议后，业务员又说还要签《 房屋买卖
合同》，签一下即可，不会有不良影
响，他就在《 房屋买卖合同》上也签
了字。

但王先生去看房时，就被卖家
告知，父子俩正闹矛盾，作为儿子的
卖家是房产证拥有者，但父亲的户
口也在里面，父亲出于种种考虑不
想迁走，也不愿卖房，看房过程中如

果碰到他父亲，不要说是买房的，要
说是朋友过来玩。

王先生听卖家这么一说，就担
心买房后，卖家的父亲因户口还在
里面，就一直赖着不走，不方便他
以后居住，就决定不再购买该套房
子。“ 如果早知是这样，我连《 房地
产买卖居间协议》也不会签。”王
先生说，他将自己想法告诉卖家
后，双方友好协商后决定互不追究
责任并解约。

擅自取消客户订单
库巴网称促销产品限购

本报讯 记者 俞韡岭 市民傅先
生近日向与本报合作的市民信箱

“ 市民热线”反映，本月初在库巴网
订购的阳澄湖大闸蟹至今仍处于出
库状态。记者采访时竟获悉相关订单
已被客服取消，理由是促销产品每位
用户只能下一笔订单，傅先生表示从
未收到订单取消的通知，律师称库巴
网的做法有些“ 过了”。

订单近20天未发货
1月5日，傅先生在库巴网“ 仁源

水产大闸蟹旗舰店”看到了售价138
元的阳澄湖大闸蟹礼盒（ 4对），同时
网页上写有促销告知：下单立减100
元。计算后发现4对蟹只卖38元，傅先
生当天下午立即生成了4笔订单并付
款。其中两笔订单收货人为傅先生本
人，另外两位是他的同事。

原以为商家会按当天下单、次日
上午发货的承诺办事，但直到1月23
日傅先生发现4笔订单仍处于“ 正在
出库”的状态。傅先生说：“ 我曾经联
系过库巴网客服，对方说可能是订单
量大造成发货延迟，称会帮我解决，
但始终没有音讯。”

客服称有权取消订单
1月23日，记者拨打商家“ 仁源

水产”客服电话后，对方拒绝为傅先
生的遭遇作出解释。“ 这个别来问我
们，在库巴网买的就去找库巴网。”
令记者意外的是，库巴网1266号客服
了解此事后直言不讳地表示：“ 客服
在他下单后第二天就取消了这4笔订
单。”

记者了解到，傅先生的订单被库
巴网客服以“ 疑似行单”为由取消，
并且取消订单前后均未和傅先生沟
通过。对此该客服援引了网站“ 交易
条款”内的两条内容作解释。其一是

“ 大额返现商品或网站有明确标识
限购条例等特殊活动的产品，每个用
户、每个ID、每个地址限购一份。”

其二是“ 库巴所服务的客户不
包括经销商或批发商等行业内客户。
如发现类似客户的购物行为，库巴将
拒绝为其服务，并直接取消订单。由
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经销商和批发
商等自行承担。”客服表示，网站是
落实了以上两条规定作出处理。

但记者发现，促销产品宣传网页
显著位置并未挂出这两条用户须知，而
是写在了用户不太会注意的角落里。

》律师说法

文字告知不代表无责任

“ 网站有自己的交易条款无可
厚非，但关键是这些条款并非醒目地
告知消费者。如果将条款写在不容易
看见的地方，发生纠纷时再拿出来，
这对消费者不公平。”上海盛联律师
事务所徐游律师认为，库巴网擅自取
消订单的行为类似于单方面违反已
约定的合同，疑似违约。

徐律师进一步表示：“ 既然特殊产
品每个用户限一笔订单，那为何用户在
多订时未收到网站系统的自动阻止？这
说明库巴网本身并没有做到位。”

》维权现场

房子没买成 却要给中介2万元违约金
中原地产相关协议被指涉嫌“ 霸王”

王先生通过上海中原物业顾
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原地
产”）买房，房子没有买成却支付
了2万元违约金。律师指出，中原
地产居间协议条款涉嫌“ 霸王条
款”，但因纠纷双方已签订《 解约
协议》，已付违约金难以要回。记
者调查发现，去年北京工商就已
将类似条款认定为“ 霸王条款”，
但上海尚无相关认定。

本报记者 罗水元

相关协议涉嫌“ 霸王”

上海海朋律师事务所徐亦律师
和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胡永鑫律师
均认为，房产交易完成的标志是交
易双方正式签订示范文本的《 上海
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中介在这时才
能收取中介费用。

而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中介
收取的中介费为佣金，中原地产自
己所拟定《 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
条款中，关于“ 居间服务补偿金”的
约定，有巧立名目另行收费之嫌，过
分加重了交易双方义务，而减轻了
自身责任，不符合合同法中的公平
公正原则，有“ 霸王条款”之嫌。

两位律师也认为，交易双方在
签订《 房地产买卖居间协议》和

《 房屋买卖合同》后，因故违约，再
签订《 解约协议》时，纠纷双方的关
系就由房屋买卖关系，变成了债权
债务关系，只要《 解约协议》上的约
定不违反法律法规约定，纠纷双方
应该以《 解约协议》为准解决相应
纠纷。

》链接

沪上整治“ 霸王条款”
未涉及地产中介

据了解，在国家工商总局整治
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专项行动中，去年9月，北京市
工商局所公布房地产行业首批10
种“ 霸王条款”中，就囊括了这一
条：“ 买卖合同未能签订的，则违约
方或者同意解除协议方应按照本协
议约定房价的2%向居间人支付服务
补偿。”

在上海，有关部门还只是对商
业购物、旅游、衣物清洗、预付卡消
费四个行业的合同格式条款开展过
专项检查和清理，至今还没有涉及
过房地产经纪行业。

王先生购房解约后被中原地产收取了2万元违约金。 本报记者 丁嘉 摄

购房未成 双方协商解约

王先生告诉记者，解约时，他要
求卖家归还已付的2万元意向金，但
卖家说要拿回房产证后才能归还。
当他和卖家到中介去拿产证时，被
要求先付2万元违约金，为了让卖
家拿回产证，王先生被迫同意支付
2万元违约金。于是，他原来支付的
2万元意向金，又变成违约金交给
了中介。

王先生表示，他是在中介没有
将卖家房产信息如实告知的情况

下，才签订了《 房地产买卖居间协
议》，后来发生解约与中介的前期工
作有关，中介不应该再向他收取违
约金。

记者在双方签订的《 房地产买
卖居间协议》上看到：《 房屋买卖合
同》一旦成立，就表明中原地产居
间成功，王先生与卖家需分别按总
房价款的1%支付给中原地产佣金；
如果王先生违约致使《 房屋买卖合
同》无法成立、生效，应按总房价款

的2%向中原地产支付居间服务补
偿金。

王先生认为，如此一来，中介只
要与交易双方签订《 房地产买卖居
间协议》，不论是否真能促成买卖双
方完成实质性交易，就有权按总房
价款的2%收取“ 居间服务补偿金”；
如果买卖双方再签订《 房屋买卖合
同》，同样不论交易以后是否完成，
中介仍可按总房价款的1%向交易双
方分别收取佣金。

解约后 买家被收2万元违约金

记者在《 房屋买卖合同》上看
到，王先生与卖家在签订《 房屋买卖
合同》12天内应前往中原地产签订
示范文本的《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
同》，并称签订示范文本的《 上海市
房地产买卖合同》 仅为办理交易过
户手续之需。

同时，记者还看到，买卖双方任
何一方在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后
再主张解除合同，除买方因限购政
策等不具备购房资格而互不追究责
任外，均需向另一方按总房价款的
20%支付违约金。

而在违约金高达总房价款的
20%的情况下，即使中介不从中做
任何工作，迫于高额违约金的压
力，买卖双方都将自觉履行相关合
同内容。王先生说卖家与其协商之
后，双方都决定不追究这样高额的
违约金。

王先生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才在《 解约协议书》上签字，并支
付了2万元违约金给中原地产。他同
时质疑，中原地产的《 房地产买卖居
间协议》中关于收取“ 居间服务补
偿金”的条款有“ 霸王条款”嫌疑。

中原地产则不认同所谓的“ 霸
王条款”之嫌的看法，接受记者采访
的有关工作人员表态：即使有“ 霸王
条款”之嫌，也只能说是有嫌疑，不
能说就是“ 霸王条款”，因为没有相
关部门的正式认定。

中原地产有关工作人员同时表
示，无论是与客户签订《 房地产买卖
居间协议》和《 房屋买卖合同》，还
是与客户签订《 解约协议书》，都尽
到了自己应尽的义务，在客户不能
提供证据前，都不能认为存在胁迫
行为。

买家质疑中原地产有“ 霸王”之嫌

》律师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