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汉堡吃出一颗“牙” 后续

本报宝鸡讯（记者 董毅）苏
女士在宝鸡华莱士红旗路店的
汉堡里吃出一颗“牙”一事，经过
报道以后，有了新的进展：该店
向消费者赔偿了1000元，并当面
赔礼道歉。

事情发生以后，渭滨区市场
监管局经二路工作人员立即前
往该店进行检查。经现场检查，
该店经营场所悬挂有营业执照
及小餐饮经营许可证，6名员工
均持有健康证，所用食材进货手
续齐全，有索证索票记录，操作
人员能够按要求穿戴工作服并
佩戴口罩，后厨环境整洁卫生。

“当时，店里让我将吃出的

“牙”给他们，由他们找专业机构
去鉴定。”消费者苏女士告诉记
者，她按照店里的要求将“牙”给
了他们去鉴定后，但一直没有等
到鉴定结果。

渭滨区市场监管局在调查
回复里称，经查看消费者提供的
视频和对双方的调查，无法确认
外卖汉堡中的异物是“牙齿”，也
无法确认外卖是在采购、加工、
包装、配送中某个环节混入异
物。鉴于关键物证已灭失，消费
者也未能提供新的证据，经调
解，双方自愿达成赔偿 1000元，
并由店方向消费者当面道歉的
协议。

华莱士赔偿消费者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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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实录
市民马先生反映：他是杨

陵区揉谷镇揉谷中心社区住
户，他的房子在顶层，2017年 11
月收房时就发现房顶多处渗
水，当时给物业反映，物业说会
处理。如今 3 年多过去了，渗
水越来越严重，物业还是没处
理。他只好自己出钱处理，但
依然漏水。想问这种情况是否
可以有相关的资金支持，能帮
他修好房子。

请杨陵区人民政府速查并
回复本报！

市民赵先生反映：西安紫苹
果装饰公司给他家装修的房子，
已经入住三年多了，现在出现了
卫生间漏水的问题，水已经渗到
楼下了，因为还在五年的质保期
内，所以他就联系了装修公司的
售后，9月3日售后来人看了情况
也没做检测就说不是他们的责

任。之后，又说让他自己先花钱
检测，如果证明是他们装修的问
题，就负责给修。现在检测出来
证明是装修公司的问题，但售后
却不管了。

请西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张先生反映：渭南市合
阳县新增了一些占道停车位，部
分车位设置位置不合理，存在安
全隐患。另外，取消了一部分免
费停车位，立即设置了收费占道
停车位，这些停车位收费依据是
什么？

请渭南市合阳县交警大队
速查并回复本报！

（以上信息为本报热线实
录，请相关部门及时核查后，将
核查及处理结果通过新闻传真
029-82223112回复至本报）

本报记者李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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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直击大秦直击
市民白先生反映：他 1982 年

开始在西安汽车配件厂上班，一
直干到 1994 年下岗，所在的铸造
岗位属于有害工种，现在他要办

理有害工种 55 岁退休的手续，省
人才交流中心问他要当年三到
五个月的工资条，一共要九年
的，若无法提供就只能等到 60 岁

再退休，这些东西当年也没保
存，请问这种情况是否有部门可
查询？

本报记者李佳整理

热线求助

市民小龙反映：他大学毕业
后一直在西安工作，2021年初，
因结婚需要，准备购买一套二手
房。虽然是外地户口，但他已经
连续缴纳社保满 4年，符合当时

“落户满 1年或在本市连续缴纳
12个月的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
税）”的资格条件。3月8日，他与
王某及某中介公司签订《存量房
屋买卖合同》《中介服务合同》，
约定购买王某名下的一套房屋，
并支付了5万元定金。

3月 30日西安市出台了《关
于建立房地联动机制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
规定购房者需“落户满1年，且在
本市连续缴纳 12个月的社会保

险或个人所得税（退役军人、经
批准引进的各类人才除外）”的
政策。新政策出台后，他的购房
资格未通过房管部门审核，无法
继续履行合同，遂要求王某退还
定金 5万元，但王某却认为不具
备购房资格是小龙自身问题，不
同意退还。

未央区人民法院法官以案
说法：这起购房纠纷中，签订合
同时小龙具备西安市购房资格，
但新政策发布后不具备购房资
格，不属于个人能够预见的原
因，故不能继续履行合同的责任
不应当由其承担，王某应该向小
龙退还定金5万元。

本报记者张晴悦

因为新政失去购房资格致违约

法官说法：购房人不承担违约责任

热线答疑

三年前，家住西安的周女士在西
安三桥一个二手车行买了一辆北京
现代小轿车，业务员推荐她通过陕西
卡迪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贷了款。
可是，当她今年9月14日去该公司付
最后一次贷款时，被告知要补交之前
3年的管理费 3400元，解押费 1000
元，续保违约金3000元，如不交钱将
拿不到车辆产权证。她认为自己已
经按照规定每月还贷了，为啥还要给
担保公司交这么多杂费？

“我每月都会按时向担保公司还
2438元的贷款，3年来从未逾期。”周
女士的丈夫杜先生说，因为其妻子的
车辆是他购买并按月还款的，他认为
2438元贷款金里面就包含了利息和
手续费，而且担保公司每月到底给银
行还了多少钱，他并不知情。这辆车
的保险也是他帮妻子购买的，每年都
是续交，只是更换了保险公司而已。

“担保公司说，必须在他们指定的地
方交保险，这个我认为特别不合理。”
周女士的丈夫说。

记者在周女士提供的与陕西
卡迪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签订的
《担保合作协议》中看到，周女士购
买的车辆为一辆北京现代车，车价

款为 113000 元，首付额为 33900
元，在银行贷款 79100元。其中，管
理费一栏明确标注“乙方（周女士）
应于贷款全部结清之日三日内一
次性向甲方（担保公司）支付，计算
方式为 100元每期”。按周女士还
款的 34个月算，就应该付给担保公
司 3400元。对此，杜先生表示，这
个合同他虽然签了字，但其中的项
目他并不知情。

9月 14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
咸阳的陕西卡迪亚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公司贷后经理赵先生说，管
理费是最初写在合同上的，周女士
当时也签字确认了。但在办理贷
款时，他还不在贷款部门工作，因
此不能百分之百确定现场的沟通
是如何进行的。

“本来应该向周女士收取 3600
元管理费的，但是她提前两个月还
款了，所以只收取 3400元。针对续
保违约金 3000元的情况，贷款在未
还完时，车辆的所有人还不是周女
士，应该是银行，所以保险受益人应
该是银行。”赵先生说，因此在还贷
款期间，周女士自己给车辆购买了
受益人为她本人的保险是违约的，

所以需要补交 3000元的违约金。
同时赵先生表示，公司愿意再次与
周女士及其丈夫协商解决此事。

昨日下午，周女士的丈夫表示，
已经将此事反映给了市场监管局。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根据
我国法律规定，合同效力遵循双方
高度自愿原则，只要合同约定内容
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
系双方自愿签订的，合同就可被认定
为有效。故双方约定的 100元金融
服务费及1000元解押费如未违反法
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则属于有
效的，双方应遵守。至于 3000元续
保违约金，根据《民法典》第五百八十
五条之规定，如果约定的 3000元违
约金过高，可要求法院减少。

赵良善提醒，车主在签订购车合
同、担保合同及银行贷款合同时，一
定要认真阅读合同条款，对有异议的
条款，应当场提出修改意见。而车
行、担保公司等经营方应履行告知义
务，明确告知各项费用。同时，车主
买车时，应谨慎选择正规的车行、担
保公司，以免产生纠纷。

本报记者葛兰实习生王依依

热线调查

二手车贷还完拿不到产权证
提示：购车谨慎选择车行和担保公司

“幸亏有消防和喷淋，火才没有
烧过来。可就是因为灭火，我满货
架的名酒包装被打湿了。一周过去
了，仍然没有和对方就赔偿问题达
成共识，也不知道该咋办！”9月 14
日上午，正在店里清点受损酒品的
沈勇无奈地说。

沈勇的烟酒店开在西安市科技
四路绿港花园小区的门面房，9月 6
日凌晨 3时许，隔壁正在装修的足
浴店突然起了火，赶来的消防和楼
内喷淋帮助灭了火。火灭了，可酒
和店里的木地板泡了水。

事情发生后，沈勇第一时间将
店里的茅台酒抢运出来了一部分。
清点过程中，对受损情况做了初步
估算，由足浴店老板赔偿沈勇 5万
元损失。受损茅台酒由沈勇自行折
价处理，当时双方还写了字据，为已
经折价的茅台酒列了清单。

除了茅台酒，店里西凤、五粮
液、剑南春等，还有原本藏在墙角的
整箱茅台酒。“5万元是不够弥补我
损失的。”

于是在拿到5万元赔偿后，沈勇
再次同足浴店负责人联系。沈勇在
微信里说：“地板换掉、房顶收拾一
下，剩下的所有损失一共3万元。”对
方回复：“现在他的店还没有开始装
修，工人开始装了一起弄好。”回复
中，该足浴店负责人提到，损失由装
修方承担，你以后自己和他说。

9月 14日，沈勇对记者说：“我
当时也报警了，民警也给调解了。
可现在装修方联系不上，足浴店老

板认为自己是中间人不想管了。我
和起火的房子是同一个房东，我希
望他出面帮我协调，但房东至今也
没有出现。”

在店里，沈勇蹲在地上小心翼
翼地用纸巾擦拭着泡水的名酒。现
场记者看到，房顶的左角顶板只剩
一片黑洞，脚下的木地板踩起来也
有泡水的感觉，不少酒盒里已有淡
黄色霉菌附着。

联系不上房东，足浴店老板称
后续不再帮助协调，自己也联系不
到隔壁施工方的负责人。这到底怎
么办呢？他说：“物业和民警建议我
走法律途径。同时我也逐一将店里
受损的酒做了清点，每天搬出搬进
晒晒太阳，希望能减少点损失。”

沈勇说：“对方的真实姓名、电
话这些我都没有，像我这种情况，我
该怎么办？”就沈勇的问题，记者咨

询了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如经查
明，因装修方装修不当导致起火，根据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规定：
“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
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装修
方应向沈勇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赵良善说，如果基于相邻关系，
沈勇向足浴店负责人索赔，而且足
浴店负责人已向沈勇赔偿 5万元，
那么足浴店负责人赔偿后，有权向
装修方追偿。

赵良善建议，当事人各方尽量
协商解决赔偿事宜，如协商不成，沈
勇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在诉讼中，可
申请法院委托社会专业评估机构对
损失予以评估，从而确定具体赔偿
数额。 文/图 本报记者

李佳实习生丁雅婷

足浴店装修起火殃及隔壁烟酒店
该怎么赔偿没有结论

纪念款的茅台酒泡水后，盒子变了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