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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直击

热线实录
市民郭先生反映：他在

西安聚泰房地产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从 2021 年 6 月一
直干到现在，公司没有给他
交 社 保 就 发 工 资 ，希 望
关注。

请西安高新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速查并回复
本报！

市民尚先生反映：他是
西安市莲湖区兴学巷62号院
的住户，该院门前的街道在
路面改造后明水渠升高，这
两天下雨后，院子里的水流
不出去，形成大水坑，院子门
口污水井里的水还倒流，使
得院子里的老人出行十分不
便，希望关注。

请西安市莲湖区西关街
道办事处速查并回复本报！

市民李女士反映: 她
在位于西安高新大都荟的
文总管妊娠纹修复中心交
了 17800 元做任娠纹修复，
工作人员告诉她五六次就
能修复好，如果修复不好

给她退钱，现在已经做了
八次了，也没修复好，也不
给她退钱，希望关注。

请 西 安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局高新区分局速查并回
复本报！

市民张先生反映：他的
孩子三年前以外出打工为由
离开家，之后一直没回过家，
期间给家里打电话要过钱，
断断续续发过信息。今年 5
月 12日，家人在一张传销窝
点被端的照片上看到孩子，
就和办理此案的咸阳市秦都
区吴家堡派出所联系，派出
所称已经移交给了打传办，
希望打传办能帮忙查查自己
孩子如今的信息。

请咸阳市秦都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速查并回复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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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张晴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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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李先生反映：他的
户籍地址在西安市周至县，
2006年他的身份证被他人拿
去办结婚证登记，2021年他
去周至县档案馆调取资料，
用自己身份证调取了两份档
案，希望相关部门核实信息，
确保他身份证户籍及相关资
料的唯一性。

三秦都市报以“热线实
录”的形式，将市民反映的问
题提请相关部门核实调查
后，引起重视。5月 11日，周
至县公安局回复：就李先生
反映的相关问题，公安局领
导高度重视，立即安排周至

县公安局户政大队开展调
查。5月10日，户政大队及时
和周至县政府办公室信息科
取得联系，得知李先生真实
姓名，家住周至县二曲镇。
经核实户籍信息正常有效。
（注：公安机关向报社书面回
复中附有李先生具体户籍信
息，包括姓名、性别、民族、出
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家庭住
址。）公安局户政大队民警及
时与反映人李先生电话联
系，告知其核查情况，李先生
表示核查结果与其户籍信息
一致。

本报记者李佳

一个身份证调取两份户籍档案
周至县公安局:经查户籍信息正常有效

热线回复

市民杨先生反映：他是
商洛市镇安县青铜关镇青铜
关街道的一名居民，青铜关
街道已经停水20天了。

三秦都市报以“热线实
录”的形式，将市民反映的
问题提请相关部门核实调
查后，引起重视。 5 月 12
日，镇安县青铜关镇政府
回复 :经实地走访核实，青
铜关街道目前有两条输水
管道，其中一条输水管道
在 5 月 1 日前后因下雨严

重堵塞，导致水流不畅 。
另一条输水管道是正常供
水的，能够保证群众日常
用水。

在发现管道堵塞后，青
铜关镇于 5月 2日起开始进
行抢修，由于水管堵塞多处
都在水泥路下方，施工较为
困难，联系县水利局工作人
员，全力抢修，目前已经疏
通堵塞管道，解决了村民反
映的问题。

本报记者李佳

镇安县青铜关街道停水20天
镇政府:全力抢修后已恢复供水

近日，读者姜先生向三秦都市报
热线反映，自己通过手机APP，在陕
西嘉隆诚汽车有限公司订购了一辆
汽车，交了 3000元订金后，因为疫情
耽误了提车，如今要求销售方退还订
金，却遭到对方拒绝。

姜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家在甘
肃，去年12月21日，他通过微信扫码
的方式支付给陕西嘉隆诚汽车有限
公司 3000元，作为购车的订金，双方
约定将在几天内提车，“交钱之后销
售方办好手续，然后去西安交款提
车，结果紧接着西安因为疫情管控，
我没办法过去提车。当时急着用车，
就先在其他地方购买了车辆。”

根据姜先生提供的微信聊天记
录，2022年1月7日，客服人员告诉姜
先生，咸阳（车源方）仍然处于封闭管
理中，无法确定能否提车，随后姜先
生提出退款要求，对方表示解封之后

才能退。2月 10日，工作人员表示，
因为已经提前跟车源方订好了车，如
今姜先生不买了，车源方只愿意退一
半订金给公司，因此他们也只能给姜
先生退一半。

“刚开始说退一半，后来又突然
打电话告诉我，说我违约在先，订金
一分都不给退了。”姜先生认为，销售
方当时也无法正常提车，并非单方面
个人原因造成，况且由于网上订购需
要对方代签协议，而对方并没有按照
他的要求在协议中写明提车日期，双
方约定的提车日期仅仅是口头约定，
这种情况不能算是自己违约。

5月 13日，记者联系了陕西嘉隆
诚汽车有限公司的高经理，高经理称，
网上订购经过己方人员代签协议后，
公司客服人员将协议拍摄照片发送给
姜先生，经过对方确认后，公司才跟车
源方订车，而认为姜先生违约，也并非

是因为疫情未能及时提车。
“疫情发生之后，我们的客服也

一直在跟姜先生联系，中途对方表示
想要退款，但因为车已经订了，优惠
力度也很大，公司便一直在努力沟通
挽留，最后约定解封之后第一时间来
提车。”高经理说，1月 20日，姜先生
突然微信告诉客服，说他已经在别的
地方购买了车辆，而此时公司为了订
购这辆车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按照协
议订金不予退还。事情发生后，公司
一直在积极协商解决此事，但解决方
案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对于高经理的说法，姜先生表
示，自己在 1月 7日便提出了退款要
求，对方也明确答应了解封后可以退
款，后来虽然还有数次沟通，但由于
当时解封时间未知，而自己又急需用
车，并未跟客服确定解封后提车的
事。 本报记者文晨

疫情耽误了提车

3000元购车订金难要回

侯女士租住在西安市北郊文景
观园小区 14号楼的一间房中，该房
子内还有其他 4名租客。不久前，其
爱人张先生在交物业费时发现，小区
其他住户的物业费收取标准为 1.9
元/平方米/月，而侯女士租的房子却
要按照3.8元/平方米/月交物业费，这
让张先生无法理解。

5月 13日，张先生出示了他 5月
12日交物业费时的收费票据。票据
显示，他交的是2022年4月-6月的物
业费，房屋面积为 133.15平方米，物
业费单价为 3.8元/平方米/月，合计
1517.91元。

房子的实际承租人是张先生的
爱人侯女士，与侯女士签署租房合同
的是在一家房产公司，该公司将整套
房子从房东处租来后，再将各房间向
外出租，与侯女士同租一套房的还有
其他4名租客。

张先生说，原先小区的物业费是
按照1.2元/平方米/月的标准收取的，
后来该小区物业费实行“三费合一”，
2021年 7月后，小区物业将普通住户
与他们这种合租户的物业费分成两
个标准来收，普通住户的物业费 1.9
元/平方米/月，合租户的物业费 3.8
元/平方米/月。

在该小区物业收费公示栏中，物
业服务费的收费类别被划分为“居

住”“办公”“商业”三种，分别按照1.9
元/平方米/月、3.8元/平方米/月、5元/
平方米/月的标准收取。“不论是业主
还是租户，大家都是在小区居住，为
啥我们要按照‘办公’性质交物业
费？”张先生不解地说。

对于张先生的疑问，5月 13日，
文景观园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肖女士
解释称，张先生所说的那套房子，在
小区物业登记的承租人是一家房产
公司，该公司实际是房子的“二房
东”，其从业主手中租来房子后，以
营利为目的再次向外出租，所以不
能以“居住”标准收取物业服务费，
物业研究后决定按照“办公”的性质

收取物业费。
此外，肖女士表示，经物业核实，

该房子的各房间被分开出租，客厅还
被隔成两个房间，此举改变了房子的
原有结构，这种群租房也是违反相关
法规的，物业之前也告知过业主和房
产公司。

对于物业工作人员的说法，张先
生表示，他准备在今年 6月租房合同
到期后就搬出去，但是对于物业按照
3.8元/平方米/月的标准收取物业费
一事，张先生表示不认同。张先生
称，目前，他已将该情况反映给了相
关管理部门。

文/图 本报记者白圩珑

头天晚上租了件礼服，次日中午
因故想要退租，不料遭遇退费争议。
5月11日，在西安市某高中就读的女
孩小孙告诉记者。

“因为要在学校表演节目，5月
10日晚，我在位于西安市西大街南方
城负一楼的一家服装店租了一件礼
服，交了 150元。”小孙介绍，之后自
己将礼服照片发给了老师，老师认为
不合适，第二天中午，她便赶到这家
店想要退租。“店家一分钱都不愿意
退，让我重新选一件或者把钱押在
这，以后有需要了再来选。可是我在

这家店没挑出别的，以后也不一定会
有表演的机会，就坚持让对方退款，
发生了争议。”小孙说，后来家长赶
到，店家退给她 100元。“这件礼服是
预订，我也没有拿走影响他们使用，
就在店里放了一晚对方就不愿意退
了，我认为不合理。”她希望对方退还
剩下的50元。

5 月 12 日，店主王女士告诉记
者，小孙交的 150元既是租金也是定
金，下单前，自己有明确告知对方：

“你确定了我就给你定，定下了不退
不换。”其还提供了当时的单据给记

者，“单据下面也写明了，本订单预定
后不退不换。”王女士说，她们做的租
赁生意，本身就是到了预定时间才取
用，所以对方当天没有拿走礼服，不
代表没给她们造成影响。“10日晚她
定了之后，11日上午一波人来看，我
就没有再租给别人了。”王女士认为，
交钱签单，相当于双方之间已经形成
了一个合同，对方此举属于违约。“因
此我完全有理由不给对方退款，退
100元已经是做了让步，剩下的 50元
不可能退。”

本报记者张晴悦

租户物业费比住户多一倍
物业：按照“办公”性质收取

热线调查

女孩租礼服遭遇“退费难”

小区公示的物业收费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