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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家反悔 房屋出售临时涨价

今年11月初，市民李女士为了孩子上
学，考虑在温泉买一套学区住房。几轮看
房，李女士在城区某中介公司看中了一套

“刚需捡漏”的房子，房子在希望桥附近，是
一套电梯复式房，上下两层，不动产证上面
积是70多平方米，实际面积150平方米，
总价40万元。

李女士立即约好看房时间。“这套房子

很不错，价格不贵，面积也大。”李女士说，
看房的人很多，她知道必须抢先定好，否则
就会和这套房失之交臂。

李女士很爽快地交了定金，并和中介
签订了合同，双方约定，在一个月内完成过
户手续。然而，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第二
天接到中介打来的电话，称卖家要涨价，涨
到50万元。

李女士、中介多次和卖家沟通无果，最
终李女士只能拿回定金。中介无奈地付给
李女士一笔违约金。

和李女士一样，陈先生也遭遇过二手房
坐地涨价的事。去年初，他看中了咸宁市外
国语实验小学附近一套房，房子总面积100
多平方米，总价38万元。看中后，陈先生没
有立即付定金，而是带着爱人去看了两次后

才决定购买。谁知，准备购买时，卖家要求
涨价3万元才肯卖，陈先生只好作罢。

陈先生说，当时中介提醒他不要多次
看房，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是
怕卖家坐地涨价。

据了解，二手房坐地涨价的现象在我
市二手房交易中时有发生，遭遇过此事的
市民对此无能为力。

新闻追问
问市场

近来，咸宁房地产市场交易活

跃，二手房交易中出现卖家“坐地

涨价”的现象。为此，专业人士提

醒买家，多留个心眼，以便维权。

网民在线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一一”咨
询，市面上儿童玩具种类很多，想要买
儿童玩具送人，该如何挑选？

【记者打听】咸安一玩具店老板王女
士分享了挑选儿童家具的几点小技巧。

给儿童挑选玩具时，首先确保材质
安全，最好选取自然材质，有SP安全标
识的产品，防止劣质毛绒玩具的细小纤
维或金属类玩具上的重金属影响儿童
的健康。

要注意结构的安全，避免玩具有容

易脱落的小配件和锐利棱角，谨慎选择
有零部件、硬质、带有圆孔设计或运动
部件的玩具。

注意检查玩具的外包装，选购的玩
具有塑料包装袋或者包装物的，拆封后
应立刻丢弃外包装，避免儿童使用不当
而造成窒息。

值得注意的是，家长在选购儿童玩
具的时候，要注意认准“3C”认证标识。
我国已对童车、电动玩具、塑胶玩具、金
属玩具、弹射玩具、玩具娃娃等6类玩具
实施了“3C”强制性产品认证，无“3C”
认证的玩具应拒绝购买。

家长最好在大型商场超市选购玩
具，购买后保存购物凭证。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念 整理）

如何挑选儿童玩具
【网民咨询】近日，网民“薄荷”咨

询，该如何正确选购香水呢？
【记者打听】咸安某彩妆店负责人

董经理分享了几点选购香水的小技
巧。

香调根据香水的气味和使用香料
划分，人们日常中最常见使用的是花香
调、果香调、东方调等。香调能帮助人
们不用试香，也能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
香水。

在压力大且工作繁忙的办公室里，
不要选择浓烈香水，因为很有可能会影
响别人的工作。清新活力的茶香能够
清醒头脑，舒缓压力和心情，还能调动
起对工作的热情，让工作变得更加轻松
简单。

草木的清新感让你与大自然更加
贴合，而清凉水感的香水给你无负担的
享受，还能够增加运动时候的活力，同
时使用体验更加的舒适，也不会和汗水
夹杂产生不好的气味。

在正式的商务谈判桌前最好是选
择木香，让人感觉到你的干练和沉稳，
同时又不会过多的分散他人注意力，也
会觉得和你共事成熟稳妥。

选择香水的时候要注意看香水瓶
密封情况，对于一些对颜值要求比较高
的人来说，可以选择那些外观精美且有
设计感的香水，不但可以享受香气的美
好，用来收藏也很有价值。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希子
整理）

如何选购香水

由于各种原因，不少市民容易出现信
用卡还款逾期的现象。那么，信用卡出现
逾期后，持卡人应该如何应对呢？近日，记
者来到市农行信用卡中心寻求答案。

“信用卡每个月都有账单日和还款日，
在账单日出账后，这就是持卡人当月需要还
款的金额，这笔金额必须在还款日之前或者
当天还清。”市农行信用卡中心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假如持卡人每月24日为信用卡
还款日，部分银行会以当天下午5点为最后
还款时间，并不是大家所想的全天24小时
内，这一点很容易造成还款逾期的现象。

有的银行会在当月的账单日出账后，
通过手机短信和APP通知持卡人；在信用
卡还款日临近时，还会通过手机短信和
APP再次通知持卡人；第三次提醒是在信
用卡还款当日，这时持卡人无论是否全额
还款，信用卡中心都会提醒一次持卡人，以
防有剩余的钱没有还完，或者出现忘记还
款的现象，这属于银行的热心提醒服务。

如果持卡人因为疏忽而错过了最后的
信用卡还款日，也不用过于担心，部分银行
有1到3天的“容时服务”，也就是说，信用
卡还款日之后1到3天把钱还上，自己的逾

期记录将不会被银行上报给央行，这样做
就不会产生逾期的“污点”问题。

另外，持卡人实在没有还款能力，或者
是短期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来还款，尽量通
过最低还款和分期还款的功能，将欠款分
摊到每个月，这样做能降低每月的还款金
额，也能避免信用卡还款逾期的现象发生。

“有的持卡人突然发现之前已经全额
还款了，但信用卡APP上却显示有逾期款
项未还，这时可以主动打电话咨询信用卡
客服中心。”该负责人表示，如果是因为征
信记录有误，或者是信用卡系统登记错误，

可以向银行提出异议申请，如果情况属实，
会在15个工作日内，抹去持卡人个人征信
的错误记录。

持卡人异地旅游或者个人信用卡被盗
刷等非个人情况所导致的信用卡还款逾
期，可以向银行提出证据，情节合理的情况
下，可申请去掉征信污点。

如何避免信用卡还款逾期？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问民生

二手房买卖如何维权？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丽

淦河夜间有人电捕鱼
部门：开展夜间巡查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淦河（窑嘴—咸高—碧
桂园）一带晚上9点半到凌晨1点经常有人电捕鱼，
希望相关部门能管一管。

针对网民反映的情况，市农业农村局立即成立
夜间巡查小组，于12月2-3日晚上10点至次日凌
晨2点在现场进行巡查和蹲守，抓获下丝网一人，收
缴丝网一副。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该区域属于咸安
区渔政部门管理，已将情况反馈咸安区渔政部门。

下阶段，市农业农村局将进一步加大相关法律
法规的宣传，并联合咸安区渔政部门开展夜间巡
查，严厉打击电捕鱼等非法捕捞行为。

通城公交车安全存隐患
部门：正采取措施

本报讯 记者刘念报道：近日，一网民在咸宁
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通城公交车存在两个问
题，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解决，一是客运中心无公交
车停放地方，只能停放在公路两边，存在安全隐患；
二是招手即停，也许方便了一些人，但市民投诉、安
全问题不断发生。

对此，通城县城发集团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公
交车停放公路两边，是因原公交客运站作为公交车
辆停靠站点并一直使用至今年8月，后因交投公司
场地施工时车辆将路面泥渣带到马路上，经四城同
创、环卫局下达整改后交投公司就全部用铁栏进行
围挡，而且一直围至公路旁边，由此造成40多台公
交车辆只好在通城大道公路两边栖身。为从根本
上解决公交停靠中的安全隐患，于今年10月已向通
城县政府提交了《关于请求解决客运中心公交车辆
停靠场地的报告》。公交车招手即停是目前城市基
础设施不够完善，加上县城区道路施工扩建导致的
交通堵塞、小车占道停靠严重、部分街道被划有小
车停车位等原因造成的。

通城县城发集团将向政府报告请求完善公共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投公司协调将铁围栏拆除
暂作为公交停靠站点；等城区道路扩建完成后请求
相关职能部门增设公交站点，并要求划公交停靠网
格线，使公交车有站能靠、有点能停，并配合对公交
站点违停车辆进行有效监管。

引进大学生如何申请公积金贷款
部门：已详细解答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城区网民
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咨询，想了解我市的大
学生引进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启动的，以及相关的“1.5
倍公积金贷款”政策什么时候开始实施，与公积金贷
款“单方30w，双方40w”的政策是否可以兼容。

对此，市住房公积金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回复，
根据相关文件精神，“大学生引进计划”实施后，来
咸就业创业的大学生（市委人才办认定），连续缴存
6个月公积金，购置自住住房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

根据《咸宁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咸宁
市灵活就业人员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管理办法》
相关规定，公积金贷款申请资料包括：购房合同（二
手房办理交易过户）；首付款20%发票；身份证（夫
妻双方）；个人征信报告（夫妻双方）；户口本（夫妻
双方）；结婚证；还款银行卡。

优惠政策包括：将住房公积金贷款上限上调至
原规定的1.5倍，即单方（夫妻）缴存公积金的，最高
可申请45万元公积金购房贷款，双方（夫妻）缴存公
积金的最高可申请60万元公积金购房贷款。在此
基础上，还将设立大学生公积金贷款绿色通道，即
来即办，专柜专办。根据相关文件精神，此政策于
2019年11月15日发布之日起实施。

中介无奈 失信行为让人头疼

对于卖家坐地涨价的行为，中介公司
表示很无奈。5日，城区一家中介公司的经
理蔡先生说，他们最怕这种失信行为，但是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

蔡先生介绍，目前，房产公司推销房子
有两种方式，即线上和线下。因为咸宁二

手房中介公司越来越多，为了提高竞争力，
中介公司将以往收费售房的方式改为免费
售房，交易成功得到一定的报酬。卖家委
托中介售房前，也没有签署相关合同。

“有些房子地段好、价格适中，看的人
很多，卖家觉得卖便宜了，不管中介收没收

定金，签没签合同，执意要求涨价。”蔡先生
称，有些买家看房时对比三家，多次看房，
卖家也会趁机涨价。

对此，中介公司只会采取一种方式，那
就是不再推售这套房。蔡先生说，咸宁中
介公司虽然多，但都是相通的，所以一旦卖

家有坐地涨价行为，中介都会“避而远之”。
蔡先生希望卖家在卖房前一定要考虑

清楚，把价格定好。买家交了押金再涨价，
卖家失了诚信，对后期卖房也造成不良影
响。同时，他期待相关部门能对类似的违
法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律师建议 依法维权十分重要

在二手房交易中，买家遭遇卖家毁约该
如何维权呢？4日，温泉城区长期从事法律
工作的刘先生建议：“签署定金协议后卖家反
悔，属于单方面违约行为，需双倍返还定金。”

根据法律规定，签订合同后不继续履行
合同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应当承担违约责

任。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有支付违约金或
者双倍返还定金两种。如果先前约定的违
约金不足以弥补损失，购房者还可以主张增
加违约金以弥补对方违约造成的损失。

比方说，相同地段相同类型的房子，由
于房价的上升，先前约定的违约金已经无

法弥补购房者的损失，购房者可以举证要
求增加违约金。

此外，合同中可以明确约定过户的时
间，如果逾期，可以要求对方按日支付违约
金。需要提醒的是，根据法律规定，违约金
最高不能超过实际损失的30%。

市住建局相关人士提醒，购买二手房
时，必须做到以下几点：选择具有工商营业
执照的中介公司；核对好房屋信息，如是否
存在查封、抵押等现象；充分了解二手房交
易办理程序；规范交易合同签订。“合同尤
其重要，可以作为维权证据。”该负责人说。

校园周边车辆乱停放
部门：正采取措施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日，一城区网民
在咸宁网络问政平台上发帖反映，湖北科技学院西
门细龙杨巷人流量车流量大，本不宽的路面两边成
了停车场，堵得水泄不通，存在安全隐患，这和我市创
文工作格格不入，希望相关部门能重视并解决问题。

针对该网民所反映的问题，市公安局高度重
视，相关工作人员回复，同惠广场至市湖北科技学
院西门路段地处银泉大道商业、学区、居住聚集中
心，车流、人流密集，部分车主为了一时方便，随意
停放车辆，加大了道路拥堵和发生安全事故的几
率。

虽然交警二大队加强执法车巡逻、对违停车辆
进行拖移，在路边设置标识标牌，但很多司机仍是
视若无睹，近期市公安局已报请政府相关部门，在
湖北科技学院西门道路两边加装标志标牌，以提高
广大市民的安全意识，同时将加大对该路口的巡逻
管控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