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淡女士反映：位于西安市太白
南路嘉天国际A座701室的西安优
享逸栈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拖欠
房东房租、物业费、暖气费和其他
费用，当时曾约定若三天之内没交
租金，房东有权收回房屋。现在房
东张贴告示，要求租客 5 天内搬

离。自己作为租客，入住不到半
月，并不知道房东和中介曾有书面
约定，面临被迫退房，认为被骗。

请西安市公安局雁塔分局、西
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速查并回复
本报！

侯先生反映：2020 年，自己在

西安市雁塔区西安文景装饰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为外墙做保温，被拖
欠工资3万余元，多次催要未果。

请雁塔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速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录）
本报记者李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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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质疑紫薇花园洲开发商虚假宣传

说好的“花池”变成“水泥台”
收房本是一件开心事，西安市紫薇花园洲小区的准业主朱女士却怎么也开心

不起来。

“3月10日，兴冲冲来收房，结果发现买房时宣传页上标明的花池不见了，变

成了一个水泥台子，导致阳台宽度直接‘缩水’60多厘米，这谁还能高兴得起来？”

更让她感到气愤的是，事情发生近一个月以来，开发商始终未给自己一个合理的

说法。

就朱女士反映的问题，记者随
后前往该小区售楼部了解情况。

售楼部一位王姓销售人员解
释，宣传页上的C户型图，标明了
为“标准层”户型，标准层指的是 3
到16楼。

“这一点公司有给销售人员培
训，并要求销售人员给顾客说清
楚，至于销售人员当时怎么说的，
口头上的事，现在也不好取证。但
我们售楼部里有沙盘，沙盘上清楚
显示了 17楼的阳台外立面与其他
楼层是不一样的。”该工作人员介

绍，购房合同房屋平面图当中标明
的 10301-11701户型一致没有问
题。“3到 17楼的套内户型的确是
完全一样的，房子的外角线也是一
样的，17楼的花池区域只是比其他
楼层的该区域要高出一部分，这在
平面图上是展示不出来的，所以平
面图上写的 10301-11701户型一
致。”该工作人员强调，花池部分不
属于套内面积，也不属于赠送面
积，只是房屋的外立面造型。“扩宽
阳台”也只是部分业主的个人意
愿，所以他们并非虚假宣传，因此

也没法就此事作出进一步回应与
处理。

“前期我们有给业主解释过这
个情况，也了解了一下他们的诉
求。他们希望将阳台花池改为可
利用的状态，但这是不现实的，毕
竟房子怎么盖、盖成什么样都是经
过了监管部门审批备案的，我们根
本没法随意改动。”该工作人员表
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与业主沟
通，争取做好解释工作。

文/图 本报记者张晴悦
实习生李念泽

售楼部：“花池”只是外立面造型并非套内面积或赠送面积

宣传页上新房带“花池”
朱女士是商洛山阳人，和丈夫

在西安打工多年，2019年6月买下
了紫薇花园洲小区这套 C户型的
房子。

4月7日，在待收的新房里，她
拿出一张购房时的宣传单给记者
看。“你看，宣传页上标得很清楚，
客厅阳台外面有个长度跟阳台一
样，宽度比阳台窄一些的花池。销
售人员跟我们介绍，这个花池可以
养花也可以打通扩宽成阳台面
积。”朱女士说，当时，这栋楼已经
盖到了 5层，为保险起见，她和丈
夫还专门去 3楼看了看所谓“花
池”的样子。

“这个花池和阳台水平面一
致，与阳台之间只是多了一道防
护栏隔开，想利用这块面积只要
把护栏拆了就行。”对此，朱女士
比较满意，很快参与了摇号购
房。“摇号也比较顺利，拿到了这
栋楼第 5位选房资格。”朱女士说，
想着高楼层视野和采光都会好

些，她最终在总共 18层的小高层
里选择了 17楼。“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还跟销售确认过 17楼的户型
是不是和我们现场看的 3楼的一

样，销售明确表示 3到 17楼完全
一样。我们随后拿到的购房合同
里，房屋平面图也清楚显示，
10301-11701户型一致。”

收房时“花池”变“水泥台”
朱女士介绍，让她没想到的

是，收房时，自家的“花池”变了样。
“原本和阳台地面持平的花池

变成了一个高出阳台地面约 60厘
米的水泥台子，根本没法再利用。”
现场，她指着自家阳台给记者看，

“除了花池变水泥台，台子上方的
遮雨台和旁边的墙壁之间还留有
10多厘米的缝隙，这些直接导致原
本可以扩宽到近 1.9米的阳台‘缩
水’为1.2米。”

在 7楼一位同户型的业主家
里，记者看到，因水平面高度一致，
上方也没有缝隙，业主的确只要拆
掉阳台和花池之间的护栏，就可以
将整个面积利用起来。

对此，朱女士认为开发商宣传
与实际不符，对自己一家造成了欺
瞒。“我当时拿到的号可以随意在
整栋楼里挑房子的，如果他们明确
告诉我 17楼和别的楼层花池不一
样，我肯定不会选 17楼。”朱女士

说，自己家有 3个孩子，每一寸面
积都是想要合理利用的。原本，她
已经想好了要在阳台一侧打柜子，
一侧做洗衣台，现在因为面积“缩
水”，她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此事也打乱了她“收房就装修”的
计划。

“我希望开发商能将花池恢复
成可利用的状态，不能恢复也应该
给我们一个说法。”她提及自己的
诉求道。

朱女士家的“花池”是一个“水泥台”，无法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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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商洛市洛南县洛源镇
村民向三秦都市报反映，村上统
一采购的马铃薯种子，打开包装
发现许多都是烂的。村民向县农
业农村局和镇上反映多日，没人
处理。如果再耽误下去，将贻误
农时。

3月 26日，记者冒雨前往洛
南县采访。洛源镇洛源街村张姓
村民告诉记者，他 2月 24日花了
300元，买了 200斤村上统一采购
的马铃薯种子，打开袋子发现许
多都是臭的（烂的）。他给发种子
的人说了，没人管。他找到镇上，
恰好遇到洛南县农业农村局的执
法人员，他当即反映了烂种子的
事，也没有下文。

3月 23日，他去商洛市政府
反映后，村上才给他退了。为了
不贻误农时，他在县上花了 180
元，又买了 150斤马铃薯种子，回
来发现外包装上看不到种子的标
注，他怀疑自己会不会买到了以
商品薯冒充的假种子。他不明
白，今年洛南县市场上怎么这么
多“假劣”马铃薯种子。

采访中，洛源街村一位郭姓
村民说：为了赶农时播种，她把烂
的马铃薯种子挑出来扔了，把好
的种下。挑出来的臭马铃薯种子
接近四分之一，浪费很大。

洛源街村五组组长田书林告
诉记者：来反映今年马铃薯种子
有问题的村民很多。村民买了村
上统一采购的马铃薯种子4000多
斤，有30多户村民登记有烂种子，
大约有 670多斤。一开始村上答
应给换，但拖了很长时间没动
静。直到村民把问题反映到市
上，村上才将换种子变成一斤烂
种子退一元钱了事。

记者就村民反映的马铃薯种
子问题前往采访，镇党委书记宋
少辉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也听说
过这事，他了解一下情况再回复
记者。

马铃薯是洛南县三大粮食作
物之一，也是春播的第一茬农作
物，马铃薯种子的需求量很大，

利润也可观。一位种子经销商
透露了今年洛南县马铃薯种子
销售情况，往年都是经销商在市
场上销售，今年二月初，洛南县
农业农村局发文，要由县农技服
务中心组织企业将种子配送到
镇办，由镇办统一发给农户，对
统一供种的农户政府给予补
贴。县农业农村局的干预，严重
影响到市场上自行采购的种子
销售商，有人将问题反映给县
领导。后来，县农技服务中心没
能按文件将统一种子配送到镇
办。一些种子经营企业就开始
利用各种关系，让村上以高于政
府限价销售马铃薯种子，给中间
人提成。洛源镇洛源街村统一
销售的马铃薯种子因为臭的太
多，出了问题。

3月 30日，洛源镇政府回复
三秦都市报称：按照县农业农村
局《关于春播洋芋供种有关事项
的通知》（洛农函〔2021〕10号）和
《洛南县 2021年粮食生产扶持办
法》（洛政办发〔2021〕7号）安排，
由县农业农村局及各镇（办）负
责对洋芋良种统一供种。汉中
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自行向
洛源镇涧坪、老庄、龙潭、农林、
桃坪、洛源街、吊棚、五龙等 8个
村供应洋芋种子 62.12 吨，其中
存在问题的有涧坪、老庄、洛源
街 3个村共计 1.75吨。供种企业
称，2月份从内蒙古装车运输，由
于气候原因，在运输过程中出现
冻伤等问题。

洛源镇政府回复中，没有就3
个村子发现的 1.75吨问题种子如
何处置作出说明。

4月 1日，洛南县农业农村局
就农民反映的“假种子”问题书
面回复：包装袋上没有种子标
注，没有生产公司名称，没有二
维码，只有繁育基地的种子与备
案资料内容相符，是合格种子。
万丰种子门市部写下保证，承担
因种子质量问题引起的相应种
植损失。

本报记者 王哲

本报讯（记者 张晴悦 实习生
李念泽）不满用工单位未合理、依
法履行合同义务，19名网约车司
机集体向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双方随
后闹上法庭。4月 7日，该批网约
车司机劳动争议纠纷在西安市中
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李某某等19人先后与北京某
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订劳
动合同，岗位均为网约车司机，工
资由底薪+提成组成，底薪由天津
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发放，提成由
福建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代发。
某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是李某某
等人的用工单位，日常管理由某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负责。

李某某等 19人于 2019年 12
月 31日因个人原因签署《离职申
请》、《离职单》、《解除劳动合同协
议》。后申请劳动仲裁，请求某科

技（北京）有限公司、某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北京某
人力资源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
司、天津某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福
建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向其支付
经济补偿金、未休年假工资、加班
工资，配合其办理申领失业金，补
缴社会保险并退还押金。

西安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
员会裁决北京某人力资源管理
顾问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某人力
资源有限公司分别支付李某某
等人劳动合同期间的带薪年休
假工资，并驳回李某某等人的其
余仲裁请求。北京某人力资源
管理顾问有限责任公司不服，向
西安中院申请撤销该仲裁裁决。

当天，该案件由西安中院党
组成员、副院长杜豫苏，行政庭
庭长王浩等组成 5人合议庭，经
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
述等环节，最终当庭达成调解
协议。

19名网约车司机告“东家”

洛南县村民反映：

村里统一采购的马铃薯种子
为啥有很多是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