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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股骨免受坏死
四川名医“微坐诊”直通专家为你支招

今天15：00-16：00，四川省八一康复中心骨科
主治医师牟帅，将做客名医微坐诊。如果存在任何
骨关节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加入微坐
诊，与牟医生直接交流。

想知道更多的服务信息吗？赶紧关注“成都商
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目条的

“今日服务”，根据提示进入相应版块，即可直通名
医服务。 （陈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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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退款 一个月后余额却扣完了

去年开了一家保健按摩店后，张先生找到糯米
网工作人员，希望做团购。“业务员说，做团购还得
在平台上做推广。”张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去年
10月19日，他往账户内存了3000元用作推广，“这
样在店附近搜索保健按摩，我的店会靠前显示。”

因生意不好，今年5月张先生准备关店。5月16
日，他的平台账户里还剩下1463.5元，在网页上选
择了“申请退款”，因为不熟练，他还通过微信截图
一步步向糯米一位曾姓工作人员请教。提交之后，
张先生便没有再关注。

6月20日，张先生收到两条来自百度的短信。
中午的短信称其推广账户资金余额还有494元，晚
上8点过的短信称其推广账户资金余额为零。张先
生觉得不对劲，登录账户后发现余额果然为零，而
之前自己的退款申请显示为“有误”。

“都申请退款了，为什么还会扣款呢？”张先生
很不能理解。

退款公司是“ztc”？用户称并没有填过

根据张先生的退款申请记录显示，5月16日下
午2：51分他申请退款，并按照要求提交了包括企业
注销证明在内的材料。不过申请状态显示为“申请单
有误，待修改”，原因是“退款公司名称不能是ztc”。

因为不懂涉及的发票、退款原因怎么填，张先
生截图请教过曾姓工作人员。记者注意到，他们的
聊天记录中，有一张截图上申请人公司一栏明确显
示填的是“ztc”。“我不知道‘ztc’什么意思，也没有
填过。”张先生甚至猜测是“自动生成的”。而他印象
中，对方也没有提到公司名称的问题，“只是告诉
我，‘其他的不用管’。”

“您的广告在365天内，共得到63610次展现。”
在逐月数据折线图上，记者注意到，张先生的店面
在网络上关注的数据从去年10月开始，今年3月后
一度中断。不过6月的两次小的关注波峰，消费完
了他账户内的余额。

百度：系统bug 已将余额全数退还

张先生找到曾姓工作人员，一直没有回复，而6
月25日对方的一条朋友圈宣称已离职；之后与张
先生对接的两名工作人员也始终没能回答张先生
的疑问。“我也不知道什么是‘ztc’”曾姓人员向成都
商报记者说道。他表示，张先生当时咨询自己退款
业务的时候，“‘ztc’我可能没有看到。”

百度糯米在成都的代理商是四川飞步科技有
限公司，该公司经理告诉记者，去年底成为代理商
后，今年3月5日对用户数据有过交接。张先生的遭
遇为何会出现？他表示自己并不清楚，“我们已经将
事件情况通过邮件发给了北京总部。”

约3个小时的核查后，百度搜索的一位公关人
员给成都商报记者发来回复：“在张先生申请直通
车账户退款后，由于百度内部账户体系在打通和负
责人流程流转上出现系统bug，相关账户操作出现
延迟，导致张先生在申请账户退款后 ，仍然出现账
户持续消费的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已联系张先生进行沟通致歉，
并将全数退还张先生申请退款时的账户余额。

不过，怎么解释张先生申请退款页面上出现的
“ztc”？申请退款公司名称处是“ztc”到底有没有错、
需不需要修改？公关人员未正面回答，只是称：“如
果没有系统问题，肯定能正常退款。”

随后，张先生也确认了百度工作人员退还扣除
的余额的说法。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报道

胡老太老家在四川大竹，年轻时和
老伴一起到甘肃兰州工作定居。2002
年，思念家乡的老伴和胡老太到成都买
下了一套160平方米的跃层房，位置毗
邻锦江。1年后，老伴因肺癌去世，胡老
太到成都把房子登记在自己名下。

2008年前后，胡老太从兰州搬到成
都生活，而三个女儿因工作分别在不同
的城市定居。

刚到成都的前几年，胡老太说她一
直很谨慎，从不轻易让人登门。但2014
年，经熟人层层牵线，胡老太结识了吉林
市晨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吉林晨
轩公司）成都水碾河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刘家利、白桂红、张静等人。“他们对我非
常关心，知道我身上有些病痛，还拿来按
摩的机器，也常给我买营养品，到家里陪
我，连老鼠都帮我除。我那时真觉得他们
比自己孩子还要亲。”这几个人向胡老太
介绍了其公司的投资项目，承诺投资周
期短、前景好，而且回报利息高。

为此，胡老太和其他几个老人专程
跑到吉林“考察”，见到了吉林晨轩公司
的法定代表人冯辉。随后不到1年，胡老
太陆续向该公司投资数十次，总金额达
176万元。虽然说是投资，但胡老太与该
公司签订的是借款合同，借款方为吉林
晨轩公司，出借方为胡老太，借款月利
率为2%。几十份合同，借款期限从6个
月到1年不等。但迄今为止，胡老太本息
都没有收到过。

抵押房屋
两年多后发现房子被卖

2014年底，张静等人告诉胡老太，
公司陷入困境急需钱周转，希望胡老太
能用房屋抵押帮助公司贷款100万，算
是借给公司的。不然公司倒闭了，她之
前投进去的钱也拿不回来。

2014年12月10日，水碾河办事处的
近10名员工联名签字写下一份担保书，
载明“胡老太以其160.34平方米的住房
一套用作抵押，贷款100万，使用2个月。
以担保人一套房子、两辆车子作为抵押
物。2个月后清账，解除胡老太抵押手
续，还其房产证。”

同年12月12日，胡老太第一次见到
借款人张万容，并于当天和张静一起共
同向张万容借款100万，借款期限1个月，
月息2%。其中，胡老太借90万，张静借10
万。双方签订了《借款协议》后，又同步形
成了《抵押合同》，分别用胡老太和张静
的房子作为借款抵押。同日，张万容将
100万借款全部转入张静的银行账户。张
静则表示，这钱只是经过了她的账户，她
马上就都转给了公司其他人。

2015年4月8日，胡老太与第三人廖华
签了一份《委托书》，授权廖华代为出售、
过户等全权处置她房屋的权限，且委托相
关部门对上述委托进行了公证。胡老太
说，公证是张静等人带她去的，但始终没
见到廖华，也不知道廖华什么时候签的
字。5个月后，廖华代表胡老太作为卖方，
与张万容的儿子杨伟签订了一份《成都市
存量房买卖合同（自由成交）》（下称房屋
买卖合同）。该房屋最终以65万的价格成
交，但成都商报记者查询二手房中介平台
发现，同一个小区约160平方米的跃层房
在当时的市场价约为160万元。根据杨伟
2015年买房时缴纳契税的单据显示，该房
屋报税价格也达到了近120万。

除了成交价远低于实际价值外，事
实上杨伟从未向胡老太或廖华支付过
这65万购房款。对此，杨伟和张万容在
法庭上表示，因为胡老太没有按时还钱
给张万容，这房屋是作为欠款本息抵偿
给她儿子的。

2017年5月，张静和张万容一起找
上门来，胡老太才知道自己的房子早在
2015年就被卖掉了。

81岁副研究员
近200万积蓄本息难归

“现在老年人听信他人宣传
投资、理财等收不回本钱的事情
时有发生，建议社区、街道办、派
出所等基层组织可以举办更多的
普法活动，选用真实典型的老年
人投资失败或者上当受骗的案
例，形象地让老年人理解和接受
背后的法律知识，谨慎投资理
财。”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冬

平认为，作为小区物业或者业委
会，如果发现经常有陌生人到独
居老人家中，可多加提醒业主或
及时找到街道办等组织，防患于
未然。

四川有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
柄尧认为，“老年人对他人‘亲情
营销’的模式应当高度警惕，陌生
人不会无缘无故对你那么好。当

对你个人财产有企图时，老年人
一定要慎重。大额财产，尤其是对
房屋这样的不动产进行处分时，
最好跟子女商量。而作为子女，应
给老人更多关怀，及时了解到他
们的最新情况，以免给不法分子
可趁之机。另外，不能轻易委托陌
生人办事，也不要随意在文书上
签字。” 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公 司 “ 亲 情 营 销 ” 劝 投 资

““当时觉得他们比孩子还要亲当时觉得他们比孩子还要亲””

“情感”攻势▼
““他们对我非常关心他们对我非常关心，，知道知道

我身上有些病痛我身上有些病痛，，还拿来按摩的还拿来按摩的
机器机器，，也常给我买营养品也常给我买营养品，，到家到家
里陪我里陪我，，连老鼠都帮我除连老鼠都帮我除。”。”

“投资”诱导▼
这几个人向胡老太介绍了这几个人向胡老太介绍了

其公司的投资项目其公司的投资项目，，承诺投资周承诺投资周
期短期短、、前景好前景好，，而且回报利息高而且回报利息高。。

“支援”请求▼
张静等人称张静等人称，，公司陷入困境公司陷入困境

急需钱周转急需钱周转，，希望胡老太能用房希望胡老太能用房
屋抵押帮助公司贷款屋抵押帮助公司贷款100100万万。。不不
然公司倒闭了然公司倒闭了，，她之前投进去的她之前投进去的
钱也拿不回来钱也拿不回来。。

“判决确认
……签订的《成
都市存量房买
卖合同（自由成
交）》无效。”收
到一审判决书
后，81岁的胡
老太反复看了
很多遍。提心吊
胆了1年，她总
算放下心来。

退休前，胡
老太任职于兰
州一家科研单
位，是研究所的
副 研 究 员 。
2008年前后，
胡老太一人来
到成都生活。
2014年，她经
人介绍投资吉
林一家公司的
食品项目，不到
1年先后投入
176万。花光全
部积蓄后，她又
把唯一住房抵
押借款90万投
入 公 司 ，到
2017年5月，
胡老太才被告
知房子早就被
卖了抵债。

为了拿回
房子，胡老太三
个女儿作为原
告，把母亲和房
屋买受人告上
法庭。近日，法
院最终确认此
房屋买卖合同
无效。尽管拿回
了房子，但接近
200万的“投
资”却至今本息
无归。为此，胡
老太的女婿带
其到公安局报
案。成都商报记
者获悉，目前警
方正在调查中。

女儿“告”母亲得以保住房子
很快，胡老太的女儿得

知了母亲房子被人卖掉。母
亲每天难过流泪，让她们既
生气又心疼，“我母亲一直是
个很有主意的人，我们都很
尊重她。这些年，她投资、抵
押房产全部瞒着我们。逢年
过节来看她也都挺好的，哪
知道成这样。”罗女士说。

为了拿回房子，2017年7
月，罗女士和两个姐姐作为原
告，把母亲和杨伟告上法庭。

“房子是胡老太老伴在世时两
人一起买下的，虽然房屋登记
在胡老太名下，但也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她老伴去世后，房
子的一部分应作为遗产处理，
由胡老太和三个女儿继承，所

以胡老太自己不能处置房子，
那房屋买卖合同也就无效
了。”原告代理律师孙霞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让女儿告母亲
其实是种诉讼策略，只有法院
判决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胡老
太的房子才能保住。

这份至关重要的房屋买
卖合同究竟有没有效力？对
此，一审法院成都市武侯法
院认为代理人无权替老人卖
房抵债，而且房子还有三个
孩子的份额，胡老太也无权
独自处置房屋。

案件中，虽然有证据证明
胡老太向廖华出具了经公证
的《委托书》，但廖华代表胡老
太卖房抵债的行为不是《委托

书》中的代为出售房屋行为，
未经胡老太追认，属于超越代
理权限的无效行为。而杨伟也
不是善意购房人，约定的购房
价明显低于报税价格、抵押价
格和市场价格，且没有支付任
何购房款。杨伟声称胡老太欠
他母亲钱，但杨伟并不是合法
债权人，不能以此换取房屋。
因此，法院认为廖华代理卖房
并过户以抵债的行为无效。

此外，法院认为房子是
2002年购买的，那时胡老太
老伴还在世，房子是夫妻共
同财产，胡老太无权一个人
处分该房屋。

基于以上理由，法院最终
确认此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本息本息
难归难归

涉事公司曾被列失信名单
“感谢他们（法院）帮我保

住房子，这下我能睡个安稳觉
了。”6月29日下午，成都商报
记者在胡老太家中见到了她，
年过八旬的胡老太头发花白，
驼背有些严重。客厅沙发上，
摆满了之前打官司用到的材
料。此前吉林晨轩公司欠她的
借款以及承诺的利息，胡老太
还一分钱都没收回来。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吉
林晨轩公司法定代表人冯辉。
冯辉承认，虽然说是投资项
目，但实际是借款，到目前为
止确实没有还过胡老太本金
和利息。“那时公司运作出现
一点问题，需要流动资金。我
们是干实体经济的，做实在

事，只要赚到钱了就会连本带
息给胡阿姨的。”那么何时会
赚到钱？冯辉表示，“估计今年
年末、明年下半年公司情况就
会好转。有钱就会还。”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
现，吉林晨轩公司曾因民间
借贷纠纷和合同纠纷被多次
起诉，并被法院立案执行所
欠债款。2013年，因没有偿还
借款32.5万元，吉林晨轩公司
被列入失信名单。2015年8
月，又因没按规定公示年报，
吉林晨轩公司还被列入企业
经营异常名录。

根据成都市锦江法院
2017年9月的判决书，前文提

到的吉林晨轩公司工作人员
刘家利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被判刑期一年六个月。
其中，公诉机关指控，自2013
年3月起，吉林晨轩公司（更名
前为吉林市华辉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以投资食品公司、旅
游度假区等多个项目为由，面
向社会宣传，并与51名投资人
签订借款合同，承诺月息2%。

此前，胡老太的女婿曾
带她到公安局报案，举报吉
林晨轩公司。成都商报记者
从该公司成都水碾河办事处
所在的辖区警方获悉，的确
接到过胡老太以及其他人对
该公司的报案，目前警方正
在调查中。

老年人应警惕“亲情营销”
不要随意在文书上签字

律师提醒：

他们的“套路”

▼

推广账户申请退款
不料余额却被扣光
百度：系统bug

巨款“投资”
老人不到1年借给公司176万

因准备关店，张先生于5月16日对百度本地推
广账户内的1400余元申请退款。一个多月后，他却
收到两条扣费短信，账户余额被扣成了0；而再次查
看账户后，他发现自己的退款申请是“有误，待修
改”的状态。

对于张先生的遭遇，百度公司一位公关人员称
事件系百度内部账户体系在打通和负责人流程流
转上出现系统bug。目前，已将张先生申请退款时的
账户余额全数退还。

张先生收到的百度短信

胡老太和吉林晨轩公司的数十份借款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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