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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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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经验丰富的维权
记者团、专业的公益律师团，
与相关职能部门进行联动，
尽我们最大的力量， 揭露消
费“黑幕”，帮助消费者维权。

请记住我们的联系方式：
热线：84326110
微信：三湘都市报微信

公众号（ID:sxdsb96258）
微博：三湘都市报

消费调查

广发银行在交易银行服
务领域， 利用互联网+技术，
在智慧注册、智慧支付结算、
智慧财资管理、 全流程在线
国际结算等方面实现新的突
破， 形成该行智慧现金管理
与跨境瞬时通两大特色产品
体系， 为企业提供省心省力
的智能交易银行服务。

慧注册
促商事登记便利化

据介绍，“广发慧注册”
是广发银行今年的一大业务
创新。 围绕商事改革这一社
会热点， 该行与工商管理部
门合作， 为成立之初的企业
提供一站式商事注册及银行
金融服务。 该项服务有一卡
通和澳门代办两种模式，赢
得了广泛的社会赞誉。

广发银行向申办企业发
行电子证照银行卡，这张卡作
为股份制商业银行首张商事
主体电子证照银行卡，兼具商
事主体电子证照卡的政务服
务功能和广发银行捷算通卡
的支付结算功能，真正实现了
企业办理商事主体业务及银
行金融服务的“一卡通”。

慧收款
移动收款聚合管理

在完成商事注册后，企业
扩大销售网络，随之进入成长
期。“慧收款”是广发银行顺应
移动支付市场环境， 联合微
信、支付宝、QQ钱包、京东钱
包等知名第三方公司推出的
一款聚合收款产品，为商户提
供一站式移动收款服务。

相较于同业， 广发慧收
款具有超低手续费、 超便捷
申办（一证一照一账户）、实
时到账提醒、D+1资金清算
入账、交易流程随时查询、电

子对账全自助、支持收支两条线
及手续费月结等优势。除线下收
款外，“广发慧收款”还可以满足
商户网站商城、 微信公众号、
APP等线上收款需求。

慧招标
轻松实现阳光招投标

传统的招投标行业面临着
诸多痛点，广发银行智慧现金管
理系列产品中新增了广发“慧招
标”功能，为招投标行业提供资
金管理解决方案。其核心围绕着
投标保证金进行管理，例如保证
金的项目标段管理、分类存入管
理、标段保证金快速查询、原路
退回、利息计算等。通过专业的
流程设计和系统管理工具帮助
企业通过电子化掌控整个招投
标流程。

跨境瞬时通
国际结算快人一步

国际结算多币种交易、手续
繁杂及信息滞后导致的效率问
题一直是困扰进出口企业的老
大难。广发银行的“跨境瞬时通”
系列产品之后，企业国际结算从
此省心不少。

除了“开证瞬时通”，广发银
行“跨境瞬时通”产品系列还有
“瞬时达”、“瞬时结”、“瞬时汇”、
“来单瞬时通”四个子产品，形成
了从出口的自助收汇、 自助结
汇，到进口的自助付汇、网银开
证、电子来单的完整产品链条。

广发银行“跨境瞬时通”这
个新业务伙伴能够帮助企业把
跨境结算一条龙管理起来，不仅
可以实现国际货款的自动收汇
与结汇，还可以在网上开立信用
证、快速收到卖方提交的真实电
子单据，并利用该行对公电子渠
道进行自助付汇。跨境结算不再
琐碎，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肖华

【业主】未了解户型，
错选92㎡的复式楼

王先生是娄底人， 自大学
毕业后就在成都上班。11月2
日，在长沙人才引进政策的“关
怀下”，他顺利将户口落到了长
沙。落户后，王先生托朋友在融
创融公馆缴纳了2万元定金，当
时项目均价约为8000元/㎡。

11月12日下午2点，融创融
公馆正式开盘， 并采用线上选
房。“当时抢购的人特别多，我
想买套小三房， 结果仅三十多
秒，100多㎡房源就被抢购一
空。”谈及选房的情形，王先生
激动不已，“我按提示登录，首
页上显示了户型， 不过要点进
去才能看到。我一着急，直接进
入了选房界面， 当时系统提示
正在排队，过一会109㎡的户型
就被选完。看到还有92㎡的，就
毫不犹豫选了。”

“选完我就傻眼了！”王先生
告诉记者，该户型是上下层的复
式楼，虽赠送了十几平方米的面
积， 但仅有阳台位置有窗户，不
太适合一家人居住。“选完房我
立即和置业顾问联系，但得到的
回复是‘不退不换’。”

和王先生一样，李女士等5
人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纷纷
从外地赶到长沙协商解决方
案，“我从宁乡赶来， 选房之前
完全没看过户型， 在线上选房
一紧张，也选错了。”

【开发商】户型在选房前公
示，认购成功不退不换

11月15日， 记者陪同王
先生来到融创融公馆的营销
中心。

“按常理来说， 购房之前，
购房者会先了解房源的位置、
价格、户型。”项目营销负责人
张女士解释说，在网上选房时，
如果客户对户型不满意， 可不
点击确认键，“选房过程有两次
提示，第一次点击确认后，会帮
客户锁定房源。 等跳到第二个
界面， 系统会和购房者再次确
认， 一旦确认房源信息会弹出
来， 如果不确认则返回上级页
面，便可重复选房。”

记者从《线上开盘选房须
知》《VIP认购资格申请单》等文
件上发现， 其中有明确信息写
明， 房源一旦选定， 将不能更

名、不能退换房源，否则视为客
户自动放弃已选定的房源，开
发商有权另行处理并没收客户
已交定金。

“我们户型有十几种，从
40㎡到90㎡、100多㎡的，在网
上选房成功则视为选房成功，
否则开盘没有任何意义， 所有
选房名单当时就会公布， 以防
出现暗箱操作的情况。”张女士
补充道，“不过就目前情况，我
们向上级领导反映， 尽量和客
户协商处理。”

经记者多方协调， 开发商
最终同意退还定金。近日，记者
从王先生处获悉，开发商已将5
人的诚意金悉数退还， 钱款也
已到账，“谢谢记者， 因为经验
不足，这次我们也有主观责任，
下次一定汲取教训。”

【建议】摸透信息，提前做
好“选房方案”

线上选房， 是随着互联网
的发展衍生出来的全新选房模
式。它与传统线下选房相比，无
场地要求， 无人员聚集的安全
隐患；而且对于购房者来说，方
便快捷、节省时间，也能够有效
的减轻活动组织压力。

不过， 线上选房是一把双
刃剑。 如何更好地在短暂的几
十秒中突出重围、 抢到满意的
房源成为关键。 朗涛地产总经
理黄耿文建议， 购房者在开盘
前，一定要摸透开发商实力，了
解其行业口碑、业界评价、是否
已取得预售证等， 并且应详细
了解每套具体房源的价格及层
差价格、贷款年限等信息。

“如果该楼盘认筹的客户
较多， 一定要提前根据户型和
楼层做出不同组合进行考虑。
切记不可只认准一套房源。建
议买房人在开盘当天针对均
价、位置、楼层、户型、朝向等因
素就不同的房源做出五个方
案。此外，线上选房一定要仔细
阅读《线上选房须知》，并就诚
意金的退款等问题提前进行备
案沟通。”黄耿文表示。

“认筹金也不要缴纳太
多！”何晓伟律师告诉记者，最
近很多业主在购房时都交了
十几万认筹金，然后产生了退
款纠纷。 因为开发商为了回
款，往往承诺认筹金需45天才
可退回。”

买房选错户型，押金能不能退
网上选房需谨慎 律师：主观产生的误差，开发商可不退押金

广发银行形成
“智慧+”交易银行产品系列

“本想购买109㎡的户型，但都被抢完了，我就认购了92
㎡的户型，谁知道是复式楼！”今年11月，想在长沙融创融公
馆购房的王先生好不容易等到楼盘开盘， 却选错了户型。而
因个人原因导致选房失误， 按照协议所选房源不退不换。王
先生很是苦恼。所幸，经记者多方协调，开发商最终同意退还
定金。对此，律师提醒，购房者选房时需谨慎细致，不是基于
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应，如购房人个人主观
过失导致无法顺利购房，开发商可不退还诚意金。

■记者 卜岚

日前，在融创融公馆不少市民正在签订认筹协议。 记者 卜岚 摄

湖南三鹏律师事务所
何晓伟律师表示， 业主之
前所签协议对买卖双方具
有一定约束力，如果协议存
在开发商利用自己优势而
误导对方的情况，消费者有
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不过
王先生的情况较为复杂，是
基于个人主观原因造成的
差错。 在协议撤销之前，仍
具有法律约束力，诚意金要
退还也较为困难。”

律师说法

主观产生的误差，
开发商可不退诚意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