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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拉网排查风险隐患

为深入推进“平安社区工程百日
攻坚行动”，日前，天府新区“平安社区
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工作组办公室召
集相关部门和街道，分别赴华阳街道
伏龙安置小区、华阳客运站、白沙街道
综合贸易市场3个点位进行现场办公。

工作组一行对存在问题的整改情
况进行了逐一核查，并对其他风险隐患
进行了“拉网式”排查，组织召开整改工
作推进会，再次明确了整改目标、主体、
举措、时限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等。

点位：华阳街道伏龙安置小区

开展入户检查、宣传
伏龙小区是原伏龙村于2000年拆

迁后的第一批安置小区，规划于1999
年，是目前华阳街道最大的、唯一的拆
迁自建安置小区。小区内流动人口多，
道路相对狭窄。据了解，此前暗访发
现，伏龙安置小区存在部分车辆占用
消防通道、楼道内堆放易燃物、杂物堵
塞疏散通道、社区消防报警电话未更
新、标识不够准确完整等问题。为此，
自4月1日开始，天府新区消安委办公
室组织相关部门，开展了为期两周的
伏龙小区联合整治行动。

天府新区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两周里，消防救援大队联合规
划建设国土局等部门和街道组成4个
检查小组，对伏龙小区“逐栋逐层逐
户”开展入户检查、宣传，并按照“一户
一档案”登记造册。同时，对伏龙小区
违规占用消防通道的车辆依法进行处
罚。针对劝告后仍违规停放的车辆，交
警部门依法进行拖移，并开展消防安
全宣传教育。经过两周的整治，多数居
民均自主清理楼道杂物、规整疏散通
道，电瓶车乱停放、充电问题改善，居
民消防安全意识有明显提高。

伏龙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社区
微型消防站开设的报警座机专线与工
作人员手机号已经更新完毕并公示。

点位：华阳客运中心
声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已完成部分安装

天府华阳客运中心成立于1990年
1月，占地46亩，主要承担城市公交、班
线客运、农村客运的旅客集散任务，是
目前全省客流量最大，日发班次最多
的二级汽车客运站。据了解，此前暗访
发现，客运站存在车辆例行检查不规
范、检查漏项现象，未按要求配置火灾
自动报警系统报警主机等问题。

针对客运站存在车辆例行检查不
规范、检查漏项等问题，客运站相关负
责人表示，正加强对安检人员的业务
技能培训，提高业务技能。同时，对车
辆例行检查实行一车一单制，严格按
照规范要求和车辆例行检查操作流程
逐项检查并签字。此外，制定相应的考
核规则，加强监管力度严格日常考核。

“4月，我们召开专题会，研究配置
一套新的声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截
至目前，报警系统已经完成线路、烟感
装置、喷淋装置、报警装置等的安装，
等报警主机一到，我们会立刻进行安
装，预计在5月10日之前能够完成。”该
负责人说。

点位：白沙街道综合贸易市场

预计5月中旬
完成电线线路迁改

在白沙街道综合贸易市场，工作组
一行检查了消防器材安装情况、商户电
线私拉乱接整改等情况。在市场灭火器
放置点位，市场管理人员也进行了现场
演示。“每个灭火器放置点位必须同时
配备两个灭火器，以防其中一个不能使
用。同时，灭火器不能露天放置，应该有
消防箱，避免日晒雨淋使得灭火器快速
损坏。”消防救援大队相关负责人说。

白沙街道综合贸易市场位于麓山
大道二段，商家近百户。据了解，此前
暗访发现，市场内存在电线私拉乱接，
市场管理人员不熟悉灭火器操作方法
和注意事项，个别商户灭火器过期失
效且摆放不规范、不易取用等问题。

据白沙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街道
召开专题会，协调电力公司、安全生产
办、派出所、食药监所、市场管理方等进
行专题研究，一对一制定整改措施。针
对电线私拉乱接的问题，协调电力公司
开展线路迁改工作，前期已完成现场勘
验和施工设计，4月18日已进场施工，预
计5月中旬将完成电线线路迁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夏寒
摄影报道

“我们没有与孙先生签销售合
同，没有开具任何发票，没有收取任
何一分钱，这件事情与我公司无关。”
分享汽车销售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
销售任何一台车辆均是有合同、手续
的，而孙先生并不能提供这些证据。
同时，该负责人表示，这款车型在
2017年11月生产后，厂家再也没有生
产了，也是有公告的，消费者在购车
时是应该知情的。

车行销售负责人表示，事后了
解到，公司确实有人向银行递交了

资料（贷款），不过这是个人行为，与
公司无关。该负责人称，平日一些中
介会介绍生意，并借用他们的平台
谈客户。

记者联系到前述中间人，他表
示，由于是零首付购车，本应该交三
千元意向金给车行，签订相关手续，
不过由于孙先生担心贷款申请不下
来，便由他作为中间人，暂时收取了
三千元，等贷款办下后便支付给了车
行。可是如今，由于没有票据，车行并
没承认，解释不清。

谁该
买单

无购车合同，先贷款，直接提车，提来的还是
一辆库存车，车身多处老化，退车还要赔偿违约
金……商家的这种操作，让成都市民孙先生产生
了质疑，认为自己陷入了套路贷款中。

孙先生称，4月19日，他通过中间人介绍，在
一家车行购买2017款众泰SR9汽车，缴纳了
3000元意向金，在没有签订任何购车协议或购
车意向书的情况下，银行办理贷款业务，车行却
给他提来一辆库存车。“如果是库存车，无论怎么
优惠，我也不会选择这款车型的。”

4月19日上午，孙先生在中间人的介绍
下，到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万兴路684号分
享汽车销售公司（以下简称车行）看车，在车
行工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下，销售人员介绍了
一辆2017款众泰SR9汽车。“由于该车行只
是一个销售点并没有现车，销售人员就将手
机图片发给我看外观样式，同时许诺诸多优
惠。”随后，车行销售人员还带孙先生到另一
个车行的停车场看了一辆已上牌照的香槟
色该款车，车型外观不错，孙先生有了购买
意向，并以9万元的购车价格谈好，通过零首
付贷款方式支付。

由于中间人与该车行熟悉，当天下午孙
先生就通过这位中间人，向车行缴纳了3000
元的意向金，没有签订任何购车协议或购车
意向书，销售人员还相约第二天带他到4S店
去看现车，还承诺今后先看好车再提车。接下
来，银行工作人员为孙先生办理了贷款业务。

4月24日，孙先生带着一家人，到车行准
备看车，到车行后，工作人员告知新车已经
提到店了，指着门口一款白色的众泰SR9汽
车说，“这辆车属于你了。”

孙先生查看车辆，发现该车出厂日期是
2017年11月，再仔细看，车身保险杠多处鼓
包脱漆，后雨刮器也没有，打开后备箱时，后
尾灯保护壳也随之脱落，挡位胶圈也老化。

“我买车时说清楚了，要2019年的新车，他们
却给我2017年的库存车，而且还老化，部件
脱落。”孙先生提出质疑，对此，工作人员解
释称，该款车早就停产了，目前销售的只有
2017年生产的车辆。

“自始至终，车行都没告知我这款车是
2017年生产的库存车，如果是库存车，无论怎
么优惠，我也不会选择这款车型。”随后，孙先
生提出了退车的要求，但工作人员表示不行，
解释称银行已经放款了，发票也开了，保险也
买了，购置税也缴了，必须买这款车。想起办
理贷款的过程，孙先生怀疑购车背后有猫腻。

4月23日中午，孙先生称，银行工作人员
来到自己家中，拿出一份空白合同签署贷
款。他询问为何是空白合同时，工作人员解
释，这个合同是银行放款用的，车辆信息还
没下来，等车辆信息下来再补上去，需要先
签了，再把银行资料录进去，等把购车合同
签了后，银行才会放款。

当天下午五点多，车行通知孙先生第二
天去看车，于是发生了上述那一幕。目前，孙
先生若要退车，则需要承担贷款金额5%的
违约金才行。

购车者：通过中间人零首付买车
却发现是库存车 车行： 与公司无关

“中介”借用平台谈客户

银行： 汽车类贷款均为空白合同
办理的贷款为信用卡分期

针对空白合同贷款等疑问，记者
联系上为孙先生办理贷款业务的银行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解释称，对于汽车
类贷款银行均使用的是空白合同，办理
的贷款实则为信用卡分期。“客户在办
理贷款时，是清楚知道车辆型号、价格
及贷款金额的。”工作人员李先生说，根
据车商提供的车辆金额及贷款金额，并
与客户进行审核，只有全部贷款信息审
核一致无误后，银行才会放贷。“只有贷
款到车商账上了，车辆才可以提走。”

而孙先生表示，自己并没有收到
任何贷款短信，同时记者通过致电银
行客服，未查询到孙先生有信用卡开
卡记录。

对此，李先生解释称，银行与担保
公司有合作协议，在客户申请贷款成
功后，这笔车款实际上已经由担保公
司支付给了车商，目前担保公司已向
银行申请了放款，待放款时，孙先生就
会收到合同及短信。且因为有担保公
司做担保，因此不需要购车合同等信
息，自己也未告知孙先生需要这些。

对此，孙先生坚持要求退车，并
正常解除贷款，且不应由他负责违约
金。目前多方协商无果。

孙先生表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
经历提醒广大市民，在办理零首付购
车时要细心、谨慎，合同、票据等手续
要完善，避免发生类似的纠纷。

四川广府律师事务所律师吴连
金表示，由于消费者在购车时无发
票、购车合同等相关证据，车行提供
车型不符的情况很难清楚界定。对于
消费者向银行解除贷款的诉求，若贷
款行为系真实意愿表达，银行则无过
错，解除贷款需支付违约金。而违约
金则由过错方承担，有证据证明车行
存在过错则由其承担，若无法证明，
则需消费者自己承担。

四川和骏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刚认
为，购车时口头约定的型号实际已经停
产，也就是说消费者看车时的型号与对
方提供的型号一致，并非为技术上有更

新的不同车辆，且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
况下，很难证明对方存在过错。

要解除贷款，若银行无过错，则
需支付违约金；有证据证明车行存在
过错则由其承担，若无法证明，则需
消费者自己承担。不过，多方应本着
诚实守信原则进行协商，协商不成可
进行诉讼。

同时，李刚提醒广大消费者，在发
生买卖关系时，一定要签订书面合同，
确定好所购买产品的细节，维护好自己
的合法权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解除贷款，由过错方承担违约金律师说法/

在车行零首付贷款买车，消费者：

没签购车协议款已贷
提来库存车，退车要赔违约金 华阳客运中心

预计10日前装好
声光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表
明身份后，公司工作人员拒绝接
受采访，并以“请”的方式将记者
驱赶出去。随后，记者拨通该公司
一负责人曹先生电话，对方说，张

盈被公司退训，任何人无资格插
手。“这是我们公司的内部事务，
你没有权利和资格来插手。我们
公司内部有处理事情的方法，没
人能干涉我们公司的管理，我们

公司所有合约和合同都是通过法
律的认可。”记者离开后，书亦烧
仙草给张盈发了微信，说可以让
张盈解约，退加盟费和管理费，而
保证金和设计费1.2万不退。

店找好了店找好了，，加盟费交了加盟费交了，，就等参加完公司培训开业就等参加完公司培训开业

陪同伴看病耽误1个多小时
加盟商被强制退训

书亦烧仙草：这是内部事务，没人能干涉公司管理

5月1日，站在书亦烧仙草公司
楼下，来自西安的张盈（化名）哭着，
同伴患肾结石她紧急送医耽误了一
个多小时培训时间，因此被公司退
训。整个培训为期12天，她已培训了
8天，按照计划，4天后她就可以正常
结业回西安开奶茶店。

“说我无故旷工让我退训，没有
任何商量余地。如果重新培训，我又
要等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我付的
每一笔钱都是贷款，我承受不起。”张
盈说着又红了眼睛，光是参加书亦烧
仙草的培训，她和同伴住宿费、路费
等就用了2万元，还投入加盟费、店
铺转让费、租金共计44万元。

5月2日，书亦烧仙草公司回应
记者采访称，公司与张盈的事情属于
内部事务，任何人没有资格插手。

律师表示，公司做法显失公平，
具有主观恶意，给加盟商造成巨大损
失，应当为此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
邢连超分析认为，书亦烧仙草
公司的做法显失公平。“交了加
盟费等费用，公司有义务提供
加盟培训，不可能因为加盟商
一点小行为而造成巨大损失。”
邢连超说，公司显然在利用合
同优势规避自己的责任，而无
限放大加盟商的责任，损害加
盟商的利益。公司的权利很大，
而加盟商权利很小、义务很大，
这种合同条款在法律中可以认
定为无效或者可以撤销。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
师事务所方毅律师表示，张盈
的行为属于助人为乐，是善
举。而这种行为不会影响书亦
烧仙草和加盟商双方合同中
权利义务的履行。“这种行为
很小，而公司基于强势地位故
意放大，甚至可以说有主观的
恶意，故意整人。”方毅说，另
外，《标准》加盟商是否知晓，
即便知晓，这种考核标准属于
公司为了自己内部管理出具
的单方面声明，对于加盟商不
具有法律约束力。从目前沟通
来看双方合同已经履行过半，
如果公司基于这个行为要解
除合同，或者不继续履行合
同，虽然合同中没有明确公司
的违约责任，但是基于合同公
平原则，公司要为加盟商的损
失承担法律责任。

张盈是陕西西安人，今年26岁，
和同伴赵鹏（化名）看中书亦烧仙草
在西安的品牌影响力，通过百度，联
系上书亦烧仙草的招商经理。

“他们说店铺必须先通过公司
审核才能加盟。”张盈告诉记者，只
要能让自己挣钱，公司说什么他们
就做什么。他们在西安凤栖园地铁
口找到一个33平米的店铺，交了25
万的转让费和12万的年租金。

“店铺审核通过后，他们催着
我们来签约，说同等地段的除了我
们还有一家，不赶紧来就被抢了。”
张盈说，4月3日，她来到四川书亦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仅30分钟就和公
司完成了加盟签约，并交了加盟费、

保证金、管理费、设计费等近7万元。
4月22日，张盈和赵鹏来成都参

加加盟商培训，为期12天。“一开始
说可以免费培训3个人，后来说五一
人多，就报2个名额。”张盈说，培训前
5天为公司总部理论学习，后7天在
门店打工实训。4月29日，他们在外
面吃完午饭回去。“当时我和赵鹏一
前一后走，突然人不见了，回头一
看，他躺在地上脸色发青，直喊肚子
疼。”张盈不知所措，路人帮忙拦车，
将赵鹏送到了成都市第二人民医
院，被诊断为肾结石需立即手术。做
了手术输了液，回到酒店已是下午5
点多，赵鹏接到了实训店店长电话，
问他们为何没有到店。

“公司晚班是4点上班，看同
伴跟公司解释，我觉得公司已经
知晓应该会理解。”张盈说，她太
累了就睡了，次日一早打算早点
到店，这时赵鹏告诉她，他们因为
无故旷工已经被退训。

“是同伴生病，不是无故，后来
经过解释，要赵鹏出具医院证明。”
他们向公司提交了医院检查单，可
是即便如此，公司只同意赵鹏继续
培训，对张盈依然做退训处理。

“我不停地跟招商部、培训部
还有公司领导求情，求他们给我一
次机会。”多次哀求无果，5月1日张
盈还得知，被退训除了陪朋友看
病，还因为培训综合表现不佳。

被退训除了陪朋友看病，还因培训综合表现不佳？

第二种解决方案：重新推荐一人培训但需要收费沟通

纠纷

5月2日，记者在一家咖啡厅见
到了张盈。“光来成都培训住宿费
等两人已经花了2万元。”张盈说，
目前，为了这家奶茶店，她已经支
付44万元，每一笔按日计算着利
息。按照合同如果自己提出解约，
近7万元加盟费可能退不回来。

当着记者的面，她拨通一名傅
主管（音）的电话。对方解释，她被
退训硬性理由是“无故旷工”，软性

理由是“来自培训老师和实训店长
的意见，她综合表现不佳，因此作
退训处理”，解决方案是张盈可以
推荐一个人参加下期培训，培训时
间为5月6日，待此人完成培训结业
后再开业，但是张盈得支付培训费
500元。张盈说，如果重新培训，住
宿、路费等得再花六七千元。

记者看到张盈手中的《合作合
同》，甲方书亦烧仙草基本无任何违

约责任，而乙方张盈有多达9条违约
责任，一旦违约需要支付5万元违约
金。合同中载明开业的前提是必须经
公司培训并考核合格，合格的标准是

《参照运营部培训考试相关标准》，
这个《标准》，张盈表示从未见过。

下午，记者以朋友身份陪张盈
来到书亦烧仙草公司，该公司工作
人员觉得张盈“情绪太激动，沟通效
率太低下”，拒绝和她沟通。

律师说法律师说法

公司做法显失公平
具有主观恶意

书亦烧仙草公司楼下的店铺

张盈跟书亦烧仙草公司签的合作合同

书亦烧仙草拒绝接受采访，称这是公司内部事务回应

车身多处鼓包脱漆

白沙街道综合贸易市场管理人员演示
灭火器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