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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消费中发现
“黑现象”、潜规则，请告诉我
们；如果，你在消费过程中
遇到质量、 服务等问题，或
者碰到不良商家， 各种推诿
不愿承担责任，消费权益得
不到保障， 不管哪个行业，请
告诉我们， 我们帮你维权。请
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
热线：0731-84326110
微博：三湘都市报
微 信 ： 三 湘 都 市 报 微 信
公 众 号（ID:sxdsb96258）

律师说法
长沙的贺先生在广东佛山工

作，准备买一套改善性住房，因为
手头资金不足，便想急售2011年
在长沙佳兆业水岸新都购买的毛
坯房。他联系了几家中介，最终被
中环地产长沙分公司的“诚意”打
动。该中介不仅给他出回长路费，
还告诉他，有一个现成客户，可以
一次性付款。由中介牵线，他很快
与买家何某签订了买卖合同。但
随后， 贺先生便发现不妥，“约定
的一次性付款成了按揭不说，房
子还没过户， 买家就抢着进场装
修。”现在，贺先生的房屋受控，不
能及时卖出，“不配合” 的他还面
临着违约的风险。

长沙“限购限贷”以来，越来
越多的购房者开始将目光投向了
二手房市场。二手房交易，尤其是
通过中介的二手房交易该注意哪
些问题， 又该如何避免可能存在
的“套路”“陷阱”？11月8日起，记
者就此展开调查。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房子还没过户，买家就抢着进场装修
多市民遭同一买家忽悠 中介否认交易存在“套路” 律师：未过户装修侵权

房屋买卖要合法
更要符合当前政策规定

“房屋买卖合同的约定，既
要合法也要符合当前政策规
定。”湖南江海洋律师事务所李
晓龙律师告诉记者，《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同法》 第四十四条规
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
生效。 二手房买卖合同作为买
卖合同的一种， 属于诺成性合
同。因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的主体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对
同一法律关系订立几个民事合
同，合同成立后，若约定的内容
不违反我国强制性法律规定且
不存在冲突， 则均应当认定有
效，若存在冲突则应当由当事人
共同协商确定具体约定的优先
效力。

但是，不动产买卖合同的成
立，不代表产权的变更，在房产
登记到买受人名下之前，买受人
不得享有房屋的占有、 使用、收
益、处分等权利，因此，房屋买受
人提前装修的行为是错误的；并
且，合同的约定应当明确、具体，
例如， 补充协议应当约定明确、
具体的“指定人”。

另外， 今年长沙出台了一
系列房产限购政策， 贺先生与
何某之间的二手房买卖还应当
符合当前的政策要求，若违反相
关政策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双方
均可以情势变更或者合同约定
的具体解除条件为由，协商变更
或解除合同。李晓龙律师还提醒
有购房意向的人，签订合同之前
应当先把合同仔细看清楚，并在
完全理解合同条款的基础上签订
合同，如果有不理解之处，应当事
先咨询律师， 切勿因一时疏忽而
陷入被动的局面。

【事件】
房主急卖房，遇热心中介

2011年，在长沙上班的贺先生
以61万元的价格买下长沙县水岸新
都一套129.88平方米的新房。 后来
因为工作调动去了佛山， 这套房子
便一直空置着。前不久，贺先生看中
并认筹了工作单位附近的一套房
子，因为手头资金不足，便想着把长
沙这套房子卖掉。

人在佛山，房在长沙，自己卖房
就很麻烦。今年9月，贺先生在网上
找了五六家中介公司， 大多中介公
司表示卖房子急不来。不过，中环地
产长沙分公司的中介王某当天就告
诉他，运气很好，他们手里正好有一
位符合条件的买家，能一次性付款，
并催促贺先生与爱人马上来长沙签
合同。

贺先生告诉记者， 对方一再强
调客户可以一次性付款， 而且还通
过微信给他转了1500元的回长路
费。尽管价格少了两万多，但能马上
拿到现钱，贺先生被说动了。10月26
日中午，他和爱人带着身份证、结婚
证、房产证等证件来到位于长沙市五
一大道中天广场的中环地产长沙分公
司， 同中环地产特许加盟商青年汇门
店的王某以及买家何某碰了面。

在此之前， 何某已经看过了房
子。 由于贺先生与爱人当天要赶回
佛山， 很快便按程序签订了房地产
买卖居间合同。 记者在贺先生提供
的合同上看到， 该房屋成交价格为
708000元，其中第六条显示，若乙
方要求该产权暂不过户， 只要求先
行办理委托公证书， 则甲乙双方同
意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2017年12
月20日办理委托公证手续， 乙方在
办理公证当日一次性向甲方支付购
房款658000元。

贺先生便同中介的王某签订了
委托代理协议，买家交给贺先生的5
万元定金也由中介王某保管， 但至
今贺先生也没有拿到。

房产没过户买家就装修，主卧室大梁被打坏，物业及时制止。 记者 李成辉 摄

与贺先生同一小区的张
女士也有相同的经历。 今年9
月份，急用钱的张女士准备卖
房， 她把卖房信息挂到网上
后，中介王某便找上门。“开始
说一次性付款，后来签约时就
要求按揭、提前装修。”张女士
告诉记者，套路与贺先生一模
一样，而且买家也是何某。

记者在张女士提供的购
房协议书上看到，两个何某的
证件号码一样，可以判断何某
是同一个人。据了解，遭遇类
似“套路”的还不只他们两个。

对此， 王某予以否认，表
示既不认识“何某”，交易也不
存在“提篮子”，但具体情况不
愿多谈，“既然已经签了合同，

就按合同来办，合同上已经说
得很明确了。现在贺先生想单
方面毁约，别人就可以追究他
的违约责任。”

记者随后找到中环地产
青年汇门店经理谢女士，她告
诉记者：“贺先生主合同与补充
协议是一起签订的， 并不存在
什么套路”。

“卖买合同签订后，何某
说自己的钱不够一次性付款，
需要向亲戚借或者申请银行
按揭贷款， 我和爱人也理解，
爱人还给他推荐了利息比较低
的借款公司。”贺先生说，准备回
去时对方拿出了一份补充协议
让他签，当时急着回家，也没有
仔细辨别，而且中介也在旁劝
说没有害处，贺先生便签了。

回到佛山后，贺先生的爱
人再拿出那份补充协议仔细
一看，发现不少问题。第一条

“甲方需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委
托公证手续至乙方指定人名
下，提供过户、按揭、贷款等乙
方所需的一切材料。” 与主合
同一次性付款有矛盾，买家还
提出了提前装修的要求。后
来， 小区物业告诉贺先生，说
已经有人进房敲墙搞装修，被
他们制止。

“既然何某以买主的名义
在合同上签字，为什么签完合
同后，第二天就在我房子的墙
壁上写‘业主急售，电话……

’等信息。”贺先生不解，明明
是何某买了他的房子，附加合
同上为什么要标明甲方需配
合乙方办理相关委托公证手
续至乙方指定人名下呢，“倒
卖房屋的嫌疑很重。”

“而且，买家尚未付清房
款，也没有过户完成，却能进
房装修，这严重侵害我的个人
财产。合同上明确勾选了一次
性付款，为什么还要做委托公
证和按揭付款？这属于欺诈行
为。”贺先生很气愤。

购买格林实木地板如发
现使用的包装箱是牛皮纸外
包盒（含在非牛皮纸外包箱
的地板外包装箱贴有“精品
格林或格林地板或××格
林” 的白色或彩色标签不干
胶贴； 在实木地板背面打有
“精品格林” 或“格林地板
或××格林”钢印）的“格林

地板”均是假冒格林地板。格
林地板消费者在过去和现在
买到牛皮纸包装的格林实木
地板与“精品格林实木地板”
都是假冒的格林地板。

如有消费者买到假冒的
格林地板，一经发现，请立即
拿起您手中的电话进行举报
维权， 以维护自身的权益！自

2015年1月1日起， 南京格林
地板“数码防伪管理服务系
统”全面启动，消费者均可通
过电话、短信、互联网查询所
购商品的真伪（见此链接结尾
处），打击售假人人有责。

南 京 格 林 打 假 热 线 ：
400-025-0688

近来，可转债发行速度明
显加快， 可转债投资引起市
场关注。可转债市场扩容带
来的投资机遇逐渐显现。据
了解，由今年以来业绩表现
优异的国泰基金权益投资

事业部打造的国泰可转债
债券型基金将于11月13日
正式发行，旨在为投资者捕
获可转债市场的投资机遇。
基金资料显示，国泰可转债
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

低于基金资产的80%，在严
格控制风险和保持基金资
产流动性的前提下，力争为
投资者谋求稳健的长期回
报。

经济信息

【矛盾】 约定付现金，签约变按揭

【调查】 买家忽悠多人，中介称不认识

可转债投资机会显现 国泰可转债债券基金正式发行

南京格林地板有限公司打假郑重声明
———“精品格林实木地板”是假冒的格林地板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