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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
新汽车十分钟内两次熄火

11月10日，王先生坐上新
买的汽车，打算从 4S 店开回
家。然而，在距离卖场约500米
的加油站加满95号汽油后，刚
开出十多米，车子突然自己抖
动起来，随后熄火再无法开动。

王先生出示的照片显示，
速度仪表下的显示屏跳出一个
红框，提示需要进行维修。实际
上，这不是这辆车第一次熄火，
就在车子尚未开出卖场大门，
已经熄火了一次。

当时，王先生喊来车辆销
售方的员工，对方判断是汽油
不够了，从店里取来一桶油加
了进去。据王先生回忆，在加了
一次油后，车辆仍然未能启动，
于是这位员工又摇了摇车身，
继续加了一点油，才使得车辆
重新开动。

检测
推回4S店发现油路里有
柴油

在加油站出口，王先生联
系了就在不远处的销售公司，
对方来到现场发现处置不了，
就将这辆新车推回了店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经销
售公司检测，导致车辆在加油
站熄火的原因是，汽车的油路
里含有柴油成分。

12 日，记者来到该店，维
修车间的工作人员非常肯定地
告诉记者，该品牌是汽油车，他
们在维修、清洗时用的也是汽
油，至于是否有可能因为装汽
油的油桶装过柴油而混入柴
油，他表示不清楚。

“算上其他费用，买这辆车
共花了 30 万左右。”王先生出
具的购车发票显示，这辆车价
格为 27.09 万元。11 月 9 日，王
先生曾经将车开出卖场过户过
一次，但他很快又把车开回来，
根据卖场的说法，王先生特地
选了“吉日”在11月10日正式
提车。

解释
商家：员工给汽车加的油
里可能混有柴油成分

12 日，记者来到涉事卖

场，当记者询问是否加错油时，
一位自称负责对接媒体、了解
这件事详情的工作人员向记者
强调，加的油是95号汽油而非
柴油，但是可能会有“微量”柴
油成分。

“给他加油是他提出的，其
实根据规定现在我们不能给新
车加油，他硬要让我们加，只好
将用于维修售后、清洗器材的
汽油给他加上。”上述工作人员
解释称，新车会带有少量的汽
油，出厂就有，而非他们后来添
加，11 月 9 日王先生开车去过
户的时候，他们就多次提醒，一
定要加够油。但10日王先生提
车的时候，车辆还是因为缺油
刚好在大门附近停住，“无奈之
下”他们才同意给王先生的车
加油。

王先生表示，当时没有注
意到油桶包装上有没有汽油或
柴油的标识。当记者向店员提
出可否出示当初给王先生加的
油时，对方表示“可能不在了。”
此外，店员还表示，王先生未能
向他们提供加油站加油的发
票。对此王先生向记者出示了
10日当天的电子发票，发票显
示加了 24.1 升的 95 号车用汽
油。

拉锯
双方协商未达成一致
该车仍停在卖场内

12日，王先生到卖场和商
家进行协商。王先生表示，之后
要将车辆拿去检测，希望商家
支付10000元检测费，540元油
费，赔偿误工、误餐及出行费用
6000余元，并希望商家延长质
保期，增加保养三次。而商家仅
同意支付车辆油费，签署车辆
安全及车况保证书，并同意在
质保期内免费提供油路清洗服
务。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谈判，
截至记者发稿，双方仍然没有
完全达成一致。

王先生的爱车，目前依然
停在卖场维修车间的角落。“我
们当天就清洗了油管，目前这
个车正常使用没有问题。”商家
说。对此，王先生则解释“我的
车子还没开走就进行了维修，
现在（停在这里）肯定是需要一
个满意的处理结果。”

咋回事？
新车刚提就“罢工”

一查汽油车里竟加了柴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与小张有
同样遭遇的市民还不少，他们均接到房东电话要
求找小家联行终止合约，搬离房屋。“有员工告诉
我们是因为总公司资金出现问题，给不起房东租
金，不做了。”一位租客说。

11月11日，记者来到位于高新区荣华南路的
一家正在营业门店，店内有多名房东和租客，均是
来办理解约的。现场一名房东向记者介绍了情况，
小家联行与她签了三年租房合同，如今才一年多，
还拖欠她租金，却被叫来解约。

现场，房东向工作人员问及原因时，对方表
示，只是接上级通知办事。

另外，一些已经办理解约的租客前来讨要说
法，表示“会分期”贷款迟迟未解决，搬出房屋后，
每月还要支付房租贷款。对此，现场的工作人员解
释称将在45个工作日内解决“会分期”贷款问题。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位于环球中心的小家联
行成都第三分公司，同样遇到了大量前来解约的
房东和租客，在其门口还张贴了提示，告知需要办
理退房手续或终止租房协议的房东和租客携带好
相关手续。

现场工作人员向租客解释称，是接到总公司
的通知要求与房东解除合同，与租客办理终止协
议，这些手续会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据该名工
作人员透露，郫都、春熙路等部分门店已经对人员
进行遣散，保留了部分财务合并到第三分公司来。

11月11日，记者通过“天眼查”发现，小家联
行在成都显示有14家分公司，共登记了两个电话
号码，记者拨打之后，其中一个号码关机，另一个
号码拨通后，一位自称是工作人员的人在得知记
者来电后，挂掉了电话。记者又试图通过小家联行
客服电话进行联系，但一直无人接听。在位于成都
剑南大道旁的一家小家联行分公司内，贴出了“禁
止媒体拍照，后果自负”的字样。

新买的价值近30万元的爱车还没开出卖场大门，
突然熄火了；开到500多米外的加油站加了汽油，突然
抖动并再次熄火，检测发现故障原因是：汽车油路里含
有柴油成分，而该款车使用的是汽油。市民王先生就遇
到了这样的糟心事。

对此，卖场工作人员承认，是员工给汽车加的油里
“可能含有微量柴油成分”。目前，双方协商未达成一致。

一位从事汽车维修行业多
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如果
加了柴油车辆自动熄火，然后
又使劲打火、强行行驶，往严重
了说有可能会影响到发动机，
造成拉缸、缺火、抖动，而如果
自动熄火后没有继续行驶，影
响相对不大。
这名业内人士说，对于加了柴
油的汽油车，首先需要把油箱
里的柴油全部放掉，之后清洗
油箱，清洗燃油管路、更换汽油

滤清器、火花塞，在这之后再重
新加入新的汽油，测试车辆是
否运行正常。

“处理好之后，如果有问
题，行驶一段时间后会直接表
现出来，如果仪表没有提示维
修，车辆也没有抖动等异常情
况，基本可以放心使用。客户不
放心的话也可以让修理厂给出
字据，明确一个保障范围。”

成都商报-红新新闻记者
祝浩杰

专业视角专业视角

业内人士：加了柴油强行行驶
可能会影响发动机

工作人员解释称工作人员解释称，，是接到总公是接到总公
司的通知要求与房东解除合同司的通知要求与房东解除合同，，与与
租客办理终止协议租客办理终止协议，，这些手续会在这些手续会在
1515个工作日内完成个工作日内完成。。

针对此事，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进行调查并
约谈小家联行相关负责人。

据成都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官方微博“高新
服务”公开回应称，收到网友投诉后，高新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于 11 月 7 日行政约谈小家联行
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将在 12 月底前全部解
决退押金和相关“会分期”解除问题，押金办理为
15 日之内，“会分期”解除为 45 日之内。目前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已经将相关情况列入不能注销
状态，在未解决市民退款问题前，企业无法办理相
关工商变更。

同时，近期成都高新区规划国土建设局、环境保
护与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也收到大量投诉，反映该
问题。针对此事，成都高新区规划国士建设局不仅
多次约谈小家联行相关负责人，还发布了住房租赁
的风险提示，请广大市民朋友谨慎选择住房租赁中
介公司和房租付款方式，注意风险预判，避免财产
损失。

11 月 12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高
新区规划国土建设局房产处了解到，该部门一直在
持续跟进此事，分别在9月3日、10月26日、11月2日

均约谈过小家联行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通过
贷款支付租金这种方式（分期贷）对出租人和承租人
都有风险点，目前公司准备不做分期贷这款产品，因
此需要处理后续问题，造成了部分房东房租延误等
情况。

“一切问题是商家造成的，应该由他们妥善处
理。”工作人员表示，商家承诺将限期解决此事，并承
诺为确保小家联行租客和房东利益不受损害，将稳
妥处理各项工作，及时向客户公开进展。“如果商家

存在严重违反政策法规的行为，我们会将相关情况
向上级部门汇报，拉入黑名单。”

另外，对于小家联行资金链断裂、退出市场的
说法，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向成都高新区规
划国土建设局房产处工作人员进行求证，工作人
员透露，该负责人并没有明确表示要退出住房租
赁市场。

““会分期会分期””客服客服：：
租客可致电会分期终止协议
会向小家联行索要垫付的费用

11月12日，“会分期”客服人员在向记者回复时
称，目前已经和小家联行终止合同的租客，可以致电

“会分期”，提供自己的信息，“会分期”在核实之后，
将解决租客与“会分期”的分期合同。同时，“会分期”
将向小家联行索要替租客垫付的未使用的房租。

对于租客担心未按时支付“会分期”平台上的租
金，是否会影响个人的征信一事，“会分期”客服人员
表示，“解除合同之后，不会影响租客的征信记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逯望一 摄影报道

房租贷
又惹祸？

交的租金凭空“消失”

张勇说张勇说，，小家联行第一年只小家联行第一年只
支付支付99个月的租金个月的租金，，现在一年时现在一年时
间到了间到了，，要终止合同要终止合同，“，“这实际就这实际就
让我们损失了让我们损失了33个月的租金个月的租金。”。”

解约后不仅押金没有如期退还解约后不仅押金没有如期退还，，平平
台仍提示需要还台仍提示需要还22002200元的租金元的租金。。当初承当初承
诺的退款没有到账诺的退款没有到账，，分期平台上过了还分期平台上过了还
款日款日，，还产生了每天还产生了每天11%%的违约金的违约金。。

“被贷款”

租客

11 月 11 日，在位于成都剑南大道旁的
另一家小家联行成都分公司，记者见到了多
名前来与小家联行终止租赁合同的租客。

刚大学毕业的小张，在今年 5 月，通过
小家联行房屋中介租赁了一套高新区的房
屋，租金2200元一个月。签合同的时候小张
并没有发现异常，合同中大多写的只是一些
平常的租房合约内容，签完合同后却被告知
需要绑定一个“会分期”的微信平台，每个月
按时交房租。“中介说只是付款平台，方便交
租，结果却稀里糊涂的被贷款了。”小张说，
后来在查询银行征信记录时，发现自己竟然
有一笔贷款记录。

小张不得不每个月 5、6 日按时在微信
分期平台上交租，直到10月24日，原房东称
小家联行给不起房租，已经解了约，要求小
张在月底之前搬出去。

知道这件事后，小张联系上小家联行的
工作人员也办理了解约，无奈搬出了房屋。
本以为事情顺利解决了，可等了十几天，不
仅押金没有如期退还，到了11月6日还款的
日期，平台仍然提示需要还2200元的租金。

“解约协议时公司口头承诺7个工作日内给
我们退款（已缴房租和押金），且会给我们的
租房贷款办解约，不会再扣款，也不会影响
个人征信。”

当初承诺的7个工作日早已过去，退款依
旧没有到账，分期平台上过了还款日，还已经
产生了每天1%的违约金。小张向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出示的分期平台的记录上显示，10
月24日发起了退租申请，需等待中介处理和

“会分期”处理，退租流程才算结束，截至11月
11日，还款从固定每月2200元变为2310元。

“现在已经逾期还产生违约金，但贷款却没有
解除，我很担心会影响到征信记录。”

租期未满被迫搬走
每月仍要向分期平台交租金

租了一年的房屋，每月按时缴纳租金，房东却说没有收到。
最近一个多月，成都多家“小家联行”中介公司因未按时支付房
东租金，导致房东和租客上门解约。然而，很多租客却发现，尽
管与小家联行终止了租赁合同搬出房屋，但自己还需要每月向
一家名为“会分期”的分期服务平台，支付合同内的租金。对此，
成都相关部门多次约谈小家联行公司，该公司负责人表示，将
在12月底前全部解决退押金和“会分期”解除问题。

抱着稳定、省事的目的，张勇（化
名）在去年9月将名下的一套住房，交
给了一家名为“小家联行”的房屋中介
公司，让其代理出租，合同签了 3 年。
今年10月7日，本该是小家联行向张
勇支付租金的时间，但张勇迟迟没有
拿到钱。而租客却说，每月按时缴纳了
房租，张勇这才发现，房屋中介公司出
问题了。“小家联行是每3个月向我支
付一次租金，之前一直都没问题，今年
10月7号这次就突然断了。”张勇说。

10月22日，记者跟随张勇前往成
都春熙路的小家联行成都第十分公
司，当天，和张勇一样前来讨说法的房
东来了一波又一波。公司工作人员称，
不清楚总公司出了什么状况，并提出
和这些房东终止代理合同。

记者通过多名房东提供的《房屋
出租委托代理合同》发现，小家联行出
租代理时间多在3年到5年，并且第一
年小家联行只支付房东 9 个月的租
金，未支付的 3 个月租金在之后两年
补上。

张勇说，小家联行第一年只支付9
个月的租金，现在一年时间到了，不再
支付租金，要终止合同，“这实际就让
我们损失了3个月的租金。”同时在张
勇的这份合同上，写明了租赁期内，违
约的一方，须向另一方支付两个月的
违约金。

由于收不到租金，部分房东收回
了自己的房屋，而对于很多租客来
说，直到搬出房屋，才发现已经背上
了债务。

租房协议解除后 租户搬离房屋仍需再还贷款
成都多部门约谈“小家联行”要求限期解决问题

“放鸽子”

成都多部门约谈
商家承诺限期解决此事

房东
“解约中”

小家联行

接上级通知解除租赁合同
部分门店撤并

中介公司代理出租房屋
租金突然断了

调查

仪表提示需要维修（图据受访者）

小家联行成
都第十分公
司位于春熙
路的办公地
点关门

房东和租客纷纷到小家联行终止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