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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报热线4

王女士：中实玺樾府收了诚意金 却把房子卖给了别人
文/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杨 佳

1919名消费者在名消费者在““喜临门喜临门””买家具未收到货买家具未收到货，，
钱打水漂了钱打水漂了？？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郑慧英） 今年

1月，呼和浩特市民徐先生从位于南二环附近居然之家玉

泉店内的喜临门店铺购买了沙发、床等家具用品，共花费

1.6万元。根据销售合同，喜临门承诺3月20日送货，但是徐

先生却迟迟没有收到货物。之后，徐先生几次给经销商打电

话，经销商总是以一周左右到货为由推脱。徐先生感觉事情

不对劲儿，便在前几天去了一趟居然之家玉泉店，这才发现

喜临门经销商撤走了，店里空无一人，只剩下一些家具。

6月1日，徐先生给北方新报热线打来电话反映了自

己的遭遇。他说，当他得知喜临门经销商撤走后非常烦

恼，难道1万多元的家具钱就白花了？他也找过居然之家

玉泉店的负责人，但是问题没有解决。

6月2日，记者来到徐先生购买家具的居然之家玉泉

店，看到喜临门店铺确实已经无人经营。随后，记者与居

然之家玉泉店的部门经理金才取得联系，他告诉记者，前

不久他们接到多名消费者投诉，称喜临门经销商不按时

给消费者发货。通过了解，他们发现喜临门经销商存在一

些经营问题，确实不能按时给消费者发货，便于5月中旬

让其停业，以免更多消费者遇到类似情况。

金才说，目前有19名消费者从喜临门购买了家具，涉

及近20万元货款，他们均没有收到货。居然之家玉泉店已

经向工商等部门反映了此事，并与喜临门厂家进行了沟通，

希望喜临门厂家能尽快处理这个问题，维护消费者权益。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记者 顾 爽）

家住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先

锋小区的高女士近日向北

方新报正北方网反映，因

为燃气管网改造，他们小

区已经10多天不能使用燃

气了。

高女士介绍，5 月 21

日，她看到小区里贴出通

知，称因为小区燃气管道

陈旧，从即日起暂停供气，

实施管网改造工程。“现在

施工快半个月了，不知啥

时能改造完。”高女士表

示，小区毗邻学校，大部分

学生都是中午回家吃饭休

息，而且小区里老人也很

多，一日三餐都是在家做，

没有燃气确实太不方便。

“我们问过现场工人和呼

和浩特中燃公司的客服，

都未给出明确答复，这让

我们觉得遥遥无期。”

6月3日，记者来到先

锋小区的燃气管网改造施

工现场，看到工人们已经

填平了挖开的坑道，装满

沥青的车辆正准备铺装路

面，现场工人表示，工程基

本结束了。记者随后致电负

责该小区燃气事宜的呼和

浩特中燃金桥营业所，工作

人员介绍说，先锋小区的燃

气复供已经在陆续进行，因

为是老旧小区，通气前每栋

楼都要排查故障，保证安全

之后才能供气，目前已经有

8栋楼恢复供气，其他楼也

会尽快供气。

几经辗转，四处看房，

呼和浩特市的王女士终于

选到了一套满意的房子。可

是在她优先交付了诚意金，

和开发商——内蒙古中实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实置业）达成购买

合约之后，开发商却在她不

知情的情况下，把房子卖给

了第三方……近日，王女士

向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反映了她的购房遭遇。

遭遇

4 月 19 日，打算买房

的王女士在朋友推荐下，

来到赛罕区保全街与鼓楼

中路交叉口，查看这里的

一座在建楼盘——中实玺

樾府。在销售人员推荐下，

王女士看中了该楼盘13号

楼 1 单元 101 室。当时，销

售人员告诉王女士，她选

的这套房子还有其他人想

买，如果王女士想要，最好

先支付定金，业内俗称“小

定”。于是，王女士当天就

支付了1万元定金。当时这

笔款项在对方财务出具的

收据上显示为诚意金，王

女士以为交了钱就可以

了，也并未留意。

第二天，正当王女士

筹划着支付首付款、如何

办理贷款时，销售人员却

通知她，让她再去看看 12

号楼的另一套房子。看房

过程中，该销售人员向王

女士透露，之所以让她看

12 号楼的这套房子，是想

让王女士放弃购买13号楼

1 单元 101 而购买 12 号楼

的这套房子，因为有其他

人想要王女士打算购买的

13 号楼 1 单元 101。“我已

经向你们交付了定金，除

非我达不到购房要求，否

则我应当享有这套房屋的

优先购买权……”针对对

方的行为，王女士当即表

示不满和反对。

尽管王女士表示了不

满和足够的购买诚意，但是4

月21日，销售人员还是通知

她这套房子卖给别人了。

讨说法

对于中实置业这种出

尔反尔的行为，王女士坚

持要求对方给一个合理解

释，并且要求拿出解决方

案。对于王女士的诉求，销

售人员和销售负责人告诉

她，这是因为公司内部销

售信息沟通不畅导致的失

误，可以退还诚意金，也承

诺会给王女士一个解决方

案，但是要向上级领导汇

报后再做决定。接下来的

几天内，虽然双方几次沟

通，但是中实置业一直没

有给王女士提供解决方

案。

针对这起销售行为，4

月 29 日，中实玺樾府销售

部负责人丁波伟向记者表

示，这属于他们公司的销

售信息沟通不畅造成的。

丁波伟称，他们向王女士

收取的“诚意金”并非定

金，只表示为王女士预留

该房源，但丁波伟也明确

表示，目前已经购买该套

房屋的购房者在王女士交

纳“诚意金”之前，没有向

中实置业交付任何费用。

至于该行为是否属于“违

约”，丁经理表示无法向记

者明确解释。中实置业为

此向王女士表示歉意，他

们公司愿意本着“力争留

住每一位客户”的原则，拿

出诚意解决，力争让王女

士满意。

对于收取“诚意金”是

否违反法律规定或者主管

部门规定，丁经理表示他

做销售时间不久，并不清

楚，需要向总部咨询后尽

快向记者回复。但是截至

记者发稿时，并未收到中

实置业的任何解释。

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诚

意金

针对这起纠纷，内蒙

古蒙晟睿律师事务所白喜

文律师表示，中实置业收

取了王女士的定金，虽然

在收款收据上体现为诚意

金，但是在该收据上明确

标注了房号，所以就可以

认定为该笔款项是双方交

易所交付的定金。在王女

士未主动放弃购买或者达

不到按照约定付款的情况

下，中实置业将房屋转卖

给他人就属于违约，应当

承担违约责任。

针对收取诚意金的问

题，白律师和其他律师纷

纷表示，诚意金是 20 世纪

90年代从中国港台地区传

过来的叫法。这在房产中

介与买房和卖房双方签定

的合同中多有体现，其实

法律上并没有诚意金之

说，而且"诚意金"也不是

法律意义上的违约金、定

金、订金。开发商或者中介

收取的诚意金，在现有的

法律法规中没有相关的条

文。

收取诚意金的行为，

在国外属于非法集资，在

国内也成了开发商和销售

公司融资的手段，存在极

大的风险隐患。近十几年

来，由于开发商和销售公

司收取诚意金而导致的金

融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因

其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

序，给消费者造成经济损

失，因此多地监管机构早

就明令禁止并查处和打击

收取诚意金的行为。建议

购房者一定要警惕。

弃购

5 月 30 日，王女士告

诉记者，对方声称十分重

视积极解决，最终拿出的

解决方案却是：如果王女

士换购12号楼的话可以享

受 99 折优惠，王女士全家

对此并不满意。王女士说：

“呼和浩特有这么多楼盘，

我们不在中实玺樾府买房

了。这几天，我们已经从另

外一家楼盘挑选到了心仪

的房子，正在办理付款手

续。”

6月3日，王女士告诉

记者，近期她准备去中实

玺樾府退诚意金。

新报热线（北方新报

正北方网首席记者 高志

华） 金桥佳园小区1、2号

楼是高层住宅，近几年经

常停电，居民被困电梯是

常有的事。不仅如此，一到

夏季，小区楼道内臭味难

闻。虽然业主多次找小区

物业反映，但问题一直得

不到解决。

6月2日，北方新报正

北方网记者接到金桥佳园

业主反映的情况后，来到

位于呼和浩特市赛罕区金

桥开发区的金桥佳园小

区。记者了解到，金桥佳园

1、2 号楼的开发商为内蒙

古怡园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2008 年完工开始

出售，物业及物业费也由

内蒙古怡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高层住宅项

目部代管和收取。居民们

领着记者由 2 号楼 2 单元

一楼下到负一层，一到负

一层，记者就闻到一股臭

味，还能听到流水声。一

位居民说，因为 1、2 号楼

一楼是门脸房，负一层的

车位也从来没有对外出

售，所以居民很少下到负

一楼。以前停电、电梯不

能用时大家也不知道是

什 么 原 因 ，直 到 前 些 日

子，一位居民偶然下到负

一层，才发现这里污水横

流，配电室也进了水，大

家因此怀疑经常停电及

楼道里臭味熏天跟负一

层的污水有关。

当天，记者到1、2号楼

几个单元的负一层查看了

一下，发现2号楼一二单元

负一层都有污水，配电室

也都进了水，配电箱就浸

泡在水中。在负一层电梯

口，有人用砖砌了一段高

约 30 公分的隔离带，这应

该是为了防止污水进入电

梯井。

随后，记者来到小区

门口的内蒙古怡园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高层住

宅项目部，项目部工作人

员解释说，污水是近期由

主管网倒灌进负一层的，

他们正找相关部门进行维

修。采访中，项目部工作人

员对于配电室进水的事始

终矢口否认，直到记者说

刚从负一层上来，确实看

到配电室进水了，工作人

员才表示去看一看。采访

过程中，一些居民围拢了

过来，几名项目部工作人

员随之走开。一名居民告

诉记者，因为楼道内臭气

熏天，他的家人2年前就到

负一层看过，当时那里就

污水横流，他们虽然多次

向项目部反映，但是一直

没人管。

金桥佳园2号楼负一层污水倒灌 配电箱浸泡水中

管网改造 先锋小区燃气停用10多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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