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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艳说，签订了独家委托协议被“飞单”，他们对维权
还有信心些。最担心的是房东“多头委托”的房子。

现在，一套房子挂在多家中介出售是件普遍的事，买
家习惯“货比三家”。

张女士在原告房产中介业务员的推荐和带领下，看
了一套荣安和院的房子，并签署了《房屋陪看约定书》。
其中约定，被告及家庭成员承诺，如被告和有关人员与
业主私自达成购买合同或通过其他途径（其他公司）签
订买卖合同的，视为原告推荐成功，被告愿意按总房价
的1.6%支付中介费，并承担相关责任和有关费用（如律
师费等）。然而，张女士看房3天后，却通过另一中介与
房东达成购房协议，并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

原告认为，根据《房屋陪看约定书》的约定，被告应支
付原告相关中介费用。为此，原告请求判令：被告支付中
介费1.9万元。原告还提供了通话详单等证据材料。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原告除了带领被告看房外，未提
供其他居间服务，被告与系争房屋的所有人达成房屋买
卖交易完全是通过另外中介居间促成。原告居间并未成
功，故无权收取佣金。就原告提供的《房屋陪看约定书》
内容上看，为原告事先印制的格式条款，其内容明显侵犯
了被告的契约自由选择权，故该条款依法无效，原告据此
要求被告支付中介费，不予支持。

鉴于原告的员工曾带领被告看了房屋，已付出了一
定的劳务，酌定被告支付居间费用500元。

签了独家委托协议后通过其他中介卖了房子
看房后绕过原中介与房东达成购房协议

二手房买卖“飞单”愈演愈烈
“法官，在我们房产中介行业，‘飞单’现象太普遍了，愈演愈烈，我们都很痛苦。”在海曙区人民法院举办的知识产

权相关座谈会上，宁波南天房产市场总监庄艳提及了一个业界关注的问题。
在二手房市场上，客户或房东绕开提供信息的中介公司，通过其他途径达成房产交易的行为，俗称“飞单”。自从二

手房交易实现双向收费以来，“飞单”量更是猛增，众多房产中介都因“飞单”而焦头烂额或和客户对簿公堂。

签约前慎重
签约后守信

“同样是‘飞单’，
不同的案子，具体情况
不同，最后的判决也各
不 相 同 ，需 要 一 事 一
议。”海曙法院相关负
责人说，她理解买家货
比三家和卖家“逢高则
卖”的想法，也理解房
产中介被“飞单”的无
奈。

“很多人认为，中介
业务员只是动动嘴皮子
就能赚到中介费，很轻
松。”庄艳说，房屋中介，
更多的是赚取信息服务
费。一般来说，一套房
屋，平均20批次左右的
客户去看房，最后才能
成交。“飞单”浪费了业
务员的劳动，也不利于
行业的健康发展。

海曙法院的法官
提醒计划买房或卖房
的 市 民 ，签 约 前 要 慎
重，签约后要守信。当
然，中介公司也应该尽
到专业从业者的核查
义务。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陶琪姜

来法院前，公司的业务员向庄艳吐槽了件烦心事。
一个月前，鄞州的周大姐来到门店，说要卖一套房子，

市场价在300万元左右。
“我急着卖掉，你们给我好好推荐，我和你们签独家。”周

大姐于是签下了一份宁波市存量房屋交易独家委托协议，并
验证了相关资料。

根据协议，在两个月委托期限内，如果周大姐自行或
通过其他公司交易该房屋，应该支付给中介房价1%的佣
金，中介收到佣金后应撤销独家委托协议。

对业务员来说，“独家房源”是稀缺资源。自然，业务
员也是铆足了劲推荐，找买家。登报宣传、在门店显眼位
置推荐……几天时间里，业务员带了10多批有意向的买
家来周大姐的房子看。

业务员觉得，询问和看房的人络绎不绝，这笔交易应
该不久能尘埃落定。

没想到，周大姐却来到门店，抱歉地说：“我想来想去，房
子先不卖了。我保证这几年都不会卖。等过几年想卖了，再
找你们吧。”

业务员无可奈何地同意了，只好帮她撤单了。没想
到，4天后，却在房产交易平台上发现，周大姐的这套房子
已经卖了！

“签了独家委托，我们力推后又说不卖了，实际上，是
为了卖给别人。”业务员为这样的“飞单”很郁闷。

接下来，双方将对簿公堂。

签了独家委托协议后说不卖了
4天后，却将房子卖给了别人

绕过原中介被告上法庭
买家无须支付中介费，支付500元居间费

提
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