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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房前都可以无理

由退房。”因为这样一句美

妙的承诺，2019 年北京张

女士爽快地交纳了近40万

元定金和部分房款。但当

她因没能获得购房资格要

求退房时，当初的“定心

丸”成了“闹心药”。在长达

半年多的时间里，她在京

津两地来回奔波，反复交

涉，走上了艰难的维权之

路。

“无理由退房”是近几

年一些房地产商推出的销

售策略。尤其是 2020 年以

来，受疫情影响楼市遇冷，

为吸引购房者，“无理由退

房”更是被多家知名房企

当作“破冰”利器。然而，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不少消费者在退房时

却遭遇“有条件退房”“无

限期退款”甚至“拒绝退

房”。相关纠纷在多地发

生，有的甚至闹上法庭。

“无理由退房”变“拒

绝退房”

2019 年 7 月，北京张

女士来到天津宝坻看房，

一家知名房企楼盘的销售

表示，“交房前都可以‘无

理由退房’，买我们的房子

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张女

士定房并陆续交纳定金和

部分房款等近40万元。

因没能获得天津购房

资格，她于 2020 年 5 月申

请办理退房。本以为能一

切按照流程顺利进行，但

此刻她却发现，承诺时的

“拍胸脯”变成了百般推

脱。无奈之下，张女士向法

院提起诉讼，在 2020 年 11

月27日才终于拿到退款。

天津某售楼处一销售

人员向记者透露，房企通

常不愿意接受客户退房。

退款通常至少需要 3~6 个

月；如果开发商已支付部

分中介费或奖金，退款时

间更难保障。另外，销售人

员因卖房有奖金，也往往

不愿意配合顾客退房。

也有购房者的退房申

请直接被拒。内蒙古静叶

律师事务所的丰红霞曾在

当地一知名楼盘购买了一

套精装房，售楼处巨幅海

报上写道：“实力承诺，无

理由退房”。看房时，销售

人员也向她保证：“您可以

直接看现房，如果有不满

意的地方我们可以给您维

修到满意为止，如果实在

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房。”

后来，丰红霞发现房

屋地板存在质量问题，几

次维修后问题仍未解决，

丰红霞提出退房。但开发

商却以“所购买房产为现

房且没有签订《无理由退

房协议》”为由，拒绝退房。

“售房时没有人提醒，

我也不知道还要签这个协

议。”丰红霞说。无奈之下，

她不得不向法院起诉。

除此之外，逾期申请

退房、逾期付款、已办理网

签或银行贷款等都是“无

理由退房”遇阻的常见理

由。有的开发商甚至要求

购房者交纳全部首付后才

能退房，但这些内容在销

售时往往都不会对购房者

提及。

此类纠纷并不少见。

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

索“无理由退房”，结果显

示有1388份相关案件裁判

文书，涉及全国不少地方。

退房承诺背后藏着哪

些坑？

“无理由退房”，乍一

听，很多人会联想到网购

时的“七天无理由退换”。

然而看似简单的退房承

诺，背后往往藏着不少坑。

——广告不认账，签

字才算数。业内人士介绍，

如果承诺“无理由退房”，

开发商应向购房者出具

《无理由退房承诺书》并与

其签订《无理由退房协议

书》。但在现实中，书面协

议往往变成口头承诺，一

旦遇到退房，有的开发商

就以未签订协议为由拒

绝。

——承诺可退房，时

间无限制。一家曾推出“无

理由退房”活动的楼盘销

售人员告诉记者，“即使签

订协议书，开发商也往往

会‘埋雷’，退款时限一般

不会写在协议里。”

“这就意味着，即使开

发商退款拖沓，购房者一

般也很难以逾期未退为

由，主张按同期贷款基准

利率计算给付利息。”丰红

霞说。

——解约藏玄机，日

期后来填。记者拿到湖南

一家置业公司的《解除<商

品房买卖合同>及认购书

的协议书》，落款右侧有乙

方签字和手印，但下方没

留时间栏，而左侧甲方签

字栏、时间栏均为空白。丰

红霞解释说，这样做的目

的是，如果购房者要求开

发商支付利息，开发商可

选择填写对自己最有利的

时间。

——提前留后手，维

权少证据。有购房者告诉

记者，有的退房协议还会

要求购房者申请时必须交

回所有与购房有关的原

件，且不得以任何理由、任

何方式向开发商主张任何

权利。因为白纸黑字写着

“不得主张任何权利”，手

里又没有原件，购房者往

往会放弃维权，吃哑巴亏。

——想过退房关，留

下违约钱。记者在采访中

还了解到，有的开发商退

款时要求扣除销售中介佣

金，甚至要求支付违约金。

“当遇到因为房子降

价等原因集中退房时，开

发商无法短时间全部退

款，有的销售人员会提出

谁愿意扣除一部分钱作为

违约金就先给谁退，部分

购房者为了能尽快拿回钱

也只好接受。”一位销售人

员说。

监管须出手 市场待

规范

面对“无理由退房”引

发的纠纷增多，部分地方

已开始出手规范。例如，广

东省东莞市住建局2019年

1月发布了《关于推广使用

<东莞市商品房认购书(范

本)>的通知》，对退房申请

时间、定金退还时限、逾期

未退赔偿等进行了约定。

江西省则规定，房地产开

发企业采取“可无理由退

房”方式销售的，应明确退

款时限。

但在全国范围内，各

地规范程度不一，更无统

一标准和通用细则。专家

表示，一方面，应尽快建

立起与“无理由退房”全

流程相适配的监管规范；

另一方面，开发商应将诚

实守信作为企业生命线，

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只

有这样，才能让购房者明

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交

易。

对于购房者而言，在

购房时首先应充分考虑房

屋价格、质量、地段、经济

实力等因素，不要抱着“反

正能退”的心理草率购房。

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投

诉部主任陈云奎提示，购

房者与开发商签订购房相

关合同时，要认真逐条阅

读条款，全面了解退房要

求及其附加条件。如有疑

问，要及时要求开发商进

行解释。

“对于‘无理由退房’

容易产生扯皮的关键问

题，一定要通过书面形式

约定下来。如果不能落到

文字上，也要做好录音证

据留存。”陈云奎提醒说。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在公安部铁路

公安局指挥下，全国十余

地铁路公安机关统一收

网，成功摧毁一个以“在火

车上邀人打牌”为主要手

段的大型“杀猪牌”诈骗犯

罪集团。目前，该案已抓捕

犯罪嫌疑人 67 名，受害旅

客或达1400余名。

受害人半小时输光一

月工资

2020 年下半年起，多

地火车站派出所陆续接到

乘客报警，称在卧铺列车

上有人邀约打“斗地主”赌

博，受害人往往先赢后输，

在临近到站下车约半小时

左右快速输掉几千元至数

万元不等。

在广州打工的湖南衡

阳人王先生称，自己乘卧

铺火车回老家期间，有名

陌生男子来邀请他和同车

的另一名乘客一起打“斗

地主”消磨时间。“当时就

叫我赢点‘饭钱’，顶多百

把块钱，况且两个人不像

一起的，我想着娱乐娱乐

也没关系。”王先生回忆

说，刚开始牌局是输赢5元

每局，自己手气不错赢了

点钱。很快，输的两人提议

“加码”。

据王先生说，“加码”

后自己手气仍非常好，“大

王”“小王”不断，这让他彻

底放松了警惕。当列车临

近衡阳，王先生即将下车

时，手握3个“炸弹”的他，

认为自己胜券在握。谁知

两名对手却有5个“炸弹”，

王先生兜里的4000元工资

输得只剩下几十元，只得

悻悻下车。

家住合肥的黄先生乘

坐K1154次列车时也有相

似经历，牌局先赢后输，损

失惨重。据他回忆，列车临

近到站时，牌友声称肚子

疼要上洗手间，一转眼就

不见了踪影。

手势暗语等圈套防不

胜防

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

指挥下，广州铁路公安局

衡阳公安处“6·8”客车系

列诈骗专案组调查发现，

“杀猪牌”骗局背后是一个

多达 60 余人的诈骗团伙。

他们流窜在全国各地火车

上，涉案金额达 340 余万

元。诈骗团伙成员多为亲

戚或同乡，他们两两结伴，

在火车上佯装陌生人，设

“局”约人打牌行骗。

民警告诉记者，嫌疑

人有一套专门针对“旅客”

的话术：问“到哪里下车”，

是为判断距离，估算诈骗

时间；问“做什么工作”，是

为初步知晓旅客的经济能

力；问“铺位是否下铺”，是

为方便借口自己在其他车

厢，直接在受害人铺位打

牌。

记者还了解到，嫌疑

人会利用洗牌、记牌、发牌

等手法，加上打手势、说暗

语等方式控制牌面，实施

诈骗。做牌。所谓“做牌”，

就是犯罪分子采用在洗

牌、抽牌、出牌过程中换

牌、套牌等手段，按自己的

需要将手牌发给同伙或对

手，从而控制整个牌局输

赢走向的“诈术”。

记者从一名嫌疑人处

得知，他们一般说“出牌”，

就是要同伴出单张；说“打

牌”就是要同伴出对子；说

“好牌”就是要同伴出三张

的；“点”则是要出炸弹，

“松”是不要的意思。

犯罪分子还会趁受害

人不注意时以秘密手势传

递信息。办案民警告诉记

者，伸一根手指意思是要单

牌；伸两根手指则是要打

对；伸三根手指头意为要打

三带一；伸四根手指代表要

同伴出炸弹。

警方提醒：“挂彩”打

牌涉嫌赌博切勿参与

办 案 民 警 发 现 ，仅

2020 年上半年，该团伙乘

车轨迹遍布全国铁路 505

个区间，涉及车次达 689

趟次，作案范围广。广州

铁路公安局衡阳公安处

组织 40 余名精干警力，

共同开展走访调查工作,

截 至 2021 年 1 月 13 日 ，

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67 名。

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邓佩律师指出，

在列车上“带彩”打牌，特

别是金额成千上万元，已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涉嫌赌

博。春运将至，警方提醒广

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

切勿参与任何赌博活动，

如发现上当受骗，应及时

报案，避免更大损失。

（据新华社报道）

春运火车上有人约你干这事，可千万别答应！

听上去很美的“无理由退房”，为何变成“闹心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