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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名买经适房，双方风险都不小
借名买房合同无效，借名方得不到房屋；出借方存在过错，应酌情赔偿对方损失。

!

无 猜

!""#

年! 一直租房居住的

李先生一家借用房东魏老太太

一家的经济适用房指标购买了

一套位于北京市天通苑地区的

经济适用房! 双方在购买房屋

时还签订了书面的借名买房协

议 ! 约定李先生借用魏老太

太的名义申请购买经济适用

房一套 !李先生除需支付全部

的购房款外 !还需要额外支付

魏老太太经适房指标使用报

酬
$

万元 !待房屋买卖完成后

该经济适用房交由李先生一

家居住使用 ! 并且在将来该

处房屋具备上市交易条件后

由魏老太太无条件协助将房

屋过户到李先生名下 " 此后 !

该处房屋一直由李先生一家

居住使用至今"

!%&'

年
&%

月 ! 根据国家

以及北京市关于经济适用房的

相关规定! 该处房屋禁售期满

可以上市交易流通! 李先生遂

要求魏老太太按照当初的协议

将房屋过户到自己名下" 然而!

此时魏老太太的子女却拒绝了

李先生的过户请求! 并提出了

根据法律规定双方当时签订的

借名购房协议无效! 因此在退

还李先生的购房款后! 李先生

应将房屋腾退并交还魏老太

太" 双方各执一词! 李先生最

终诉至法院! 要求魏老太太根

据当时的协议协助自己办理房

屋的过户手续# 魏老太太一家

也提出了反诉! 要求法院确认

双方当时签署的借名购房协议

无效"

在法院庭审过程中 ! 双方

均认可签订了书面的借名购买

经适房的房屋买卖合同! 另外

从房屋购买手续的办理$ 房款

的交付$ 房屋的装修以及居住

使用等事实看! 也可以认定双

方存在借名购买经济适用房的

买卖关系"

法院认为 ! 经济适用住房

是国家为保障城市特定人群

的居住权利而提供的政策性

商品房 !国家对该类房屋的取

得及上市交易的条件有特殊

的规定和限制" 李先生与魏老

太太之间就借名购买经济适

用住房所签订的合同不仅违

反了国家关于经济适用住房

购买的强制性规定 !也严重侵

害了符合购买经济适用住房

条件而未能购得经济适用住

房人群的利益 !因此该合同应

为无效" 故法院确认双方之间

的借名购房协议无效"

以前述判决认定的协议无

效的法律后果为前提! 李先生

又到法院起诉! 要求魏老太太

赔偿自己因为协议无效所遭受

的利益损失"

法院认为根据合同法的规

定 !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 !

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 应当予

以返还# 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

要返还的! 应当折价补偿# 有

过错的一方还应当赔偿对方因

此所受到的损失 " 在本案中 !

李先生和魏老太太对协议的无

效均有明显的过错! 因此双方

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随后

法院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房屋

评估价格! 同时考虑到涉案房

屋相较于购买之初已获得较大

幅度的升值! 在借名购房关系

被确认无效后! 被借名一方因

房屋升值实际获得了较大利

益! 而借名一方因房屋差价产

生了较大损失" 原审法院结合

当事人过错程度及利益平衡等

因素综合考虑! 依法酌情判令

魏老太太对李先生予以适当赔

偿"

法官释法!

经济适用住房是指已经列

入国家的住房保障计划! 由政

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

资建房单位建设! 以微利价格

面向城镇中的低收入家庭出售

的住房
(

它是具有社会保障性质

的商品住宅! 具有经济性和适

用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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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国发
*!%%#+ !,

号文件即 #国

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

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 $ 规定 %

严格控制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

管理! 经济适用房属于政策性

住房 ! 购房人拥有有限产权 &

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
-

年 !

不得直接上市交易" 由于经适

房制度是国家对于城市低收入

群体居住权保障的重要制度之

一! 现实生活中任何恶意串通

借名买卖经适房的行为都是被

禁止的"

偷鸡摸狗非小事
!

邹旭 王霞 高攀

在农村 ! 仍有少数人抱着

%偷鸡摸狗是小事&的观念"但看

完发生在山东省莒南县的几个

真实案例!这些人的想法或许会

发生改变"

,

条狗"夺走#两条人命

!%$,

年
$

月
$%

日! 经最高人

民法院核准!江苏省赣榆县金山

镇农民石东明被依法执行死刑"

!%$%

年
-

月至
$!

月间! 石东

明伙同李某$房某'均已判刑(驾

驶摩托车并携带含有氰根离子

的药物 $尖刀$钢管和催泪喷射

器等作案工具在山东省莒南县

多次作案!实施盗窃
'$

起!盗狗

'$

条!共计价值
-$!%

元"

!%$%

年
$!

月
$'

日下午!石东

明等三人再次来到莒南县作案"

当他们在坊前镇竹墩村偷狗时!

被主人杨久刚发现!杨久刚和其

弟弟杨久超驾摩托车追赶"石东

明三人在村南被杨久刚兄弟追

上并发生打斗" 打斗中!石东明

竟残忍地用随身携带的尖刀捅

刺杨久超颈部$ 胸腹部等处!致

杨久超右颈总动脉$右锁骨下动

脉断裂失血性休克死亡#李某持

尖刀捅刺杨久刚腹部 $ 背部等

处!致杨久刚重伤"

!%$!

年
$

月
'$

日!临沂市中级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石东明犯

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只鸡换来
!.

年刑

本想偷几只鸡解解馋的三

个少年! 还没下手就被发现!于

是硬干!原本偷鸡摸狗变成了入

户抢劫"

孙某$吴某 $李某是莒南县

刚初中毕业的三个农家少年 "

!%$!

年冬天的一个晚上 ! 三人

在一起闲玩" 因为无聊!李某建

议到附近看护砖场的老人那里

弄几只鸡吃" 三人刚到砖场!看

护的老人刘某听见动静 " 刘某

打开屋门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情时! 孙某手持一把刀和吴某

二人闯进屋里! 对刘某进行威

胁$殴打!并索要钱财"刘某当时

并没有钱!钱没要成"与此同时!

李某在屋外将刘某鸡窝内的
)

只

鸡装走!价值
$%%

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孙某$吴某$

李某到刘某住所偷鸡!因被发现

而当场使用暴力!其盗窃行为已

变为入户抢劫!构成抢劫罪" 日

前!三个少年被山东省莒南县法

院以抢劫罪判处七年到十年不

等的有期徒刑"

都是嘴馋惹的祸

因为嘴馋 ! 和不三不四的

人干起了偷鸡摸狗的勾当 ! 一

发不可收拾 ! 偷鸡摸狗十余

次# 偷鸡被主人发现后! 竟然

使用石灰粉撒人! 最终将自己

送进了监狱" 近日! 这位馋嘴

青年张某被山东省莒南县法院

以抢劫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一

年"

张某是山东省莒南县涝坡

镇农民 "

!%$%

年 ! 高中毕业没

考上大学回家务农" 去年春节

前夕! 张某和几个要好的哥们

一起打牌到深夜! 王某和刘某

感到饿了! 于是他们商量趁着

夜深人静! 到村头王老头那里

弄几只鸡作为下酒菜 " 当天 !

几个人很顺利地将王大爷的两

只下蛋的老母鸡偷走"

之后 ! 尝到甜头的张某伙

同几个哥们! 专门干起了偷鸡

摸狗的事情" 据张某交代 ! 他

到农户家中盗窃鸡 $ 狗
$$

次 !

价值
$%%%

余元"

!%$!

年
$%

月
!

日深夜 ! 张

某伙同刘某驾驶摩托车到邻

村去偷鸡 !被起来上厕所的鸡

主人董某发现 " 董某上前阻

止 !张某便将随身携带的石灰

粉撒向董某的脸部 ! 并趁机

用手将董某推倒在地! 随后和

刘某驾驶摩托车逃离现场 ! 造

成董某眼部轻微损伤 " 山东省

莒南县法院审理认为! 董某入

户偷鸡被发现后! 为了逃避抓

捕 ! 用石灰粉害人 ! 性质恶

劣! 依照刑法相关规定 ! 构成

抢劫罪"

出境旅游购物“六注意”

!

本报记者 刘文晖

近日!北京消费者温女士向

消费者协会反映! 她的家人参加

某旅行社组团到香港旅游"其间!

导游带着游客购买首饰用品" 经

店员和导游推荐! 老人选中一款

首饰! 并将所需现金交付给了导

游!导游主动代为交款取货" 老

人回到北京后! 温女士发现那款

首饰品质相对较差$ 价格明显偏

高!并对现金消费变成了刷卡支

付的情况产生了疑问"于是!温女

士与香港的商家协商退货" 商家

表示! 由于购买首饰时是导游刷

卡付款的! 货款只能退回到导游

的银行卡里" 温女士电话联系导

游!被告知首饰必须先寄给他!等

他下次带团到香港后再办理退

货! 货款回到卡里后再转给温女

士的家人"之后!温女士在网上查

到已有多名游客投诉过该导游带

队购物的问题! 不再相信导游的

口头承诺! 希望他出具一个书面

承诺!导游拒不同意"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

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出境旅

游的队伍" 在旅游地购买当地土

特产或高档奢侈品成为一些人

参加出境旅游的重要内容" 根据

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消费者境外旅

游投诉情况!质量无保证$高价购

物$ 退换货难成为出境旅游购物

的主要问题"春节临近!一些消费

者已跃跃欲试! 打算在参加境外

旅游过程中购物消费"

$

月
!$

日!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消费警示!

提醒广大消费者! 出境旅游购物

时要%六注意&'

参团须防低价游$ 新旅游法

严禁%零负团费&组团旅游" 消费

者在参团时切勿只考虑价格因

素 !还要从旅行社资质 $消费者

评价等多方面进行考量" 在签订

合同前一定要明确团费所包含

的项目$具体行程安排以及购物

次数$ 自理费用项目等内容!不

要轻信旅游从业人员的低价团

费宣传"

旅游购物需谨慎$ 通常!旅

游地所售商品的价格并不低!有

的甚至远远高出市场售价" 在境

外旅游购物时 ! 对于导游的劝

导$ 商家的宣传和口头承诺!消

费者要保持应有的警惕" 在购买

贵重物品前!消费者事先要做好

功课!充分了解产品特性是否符

合自身需要!避免冲动消费" 购

物后! 还要主动索取购物凭证!

做好提前防范!以便事后维权"

购物超额要补关税$ 根据国

家有关规定!消费者携带在境外

获取的个人自用进境用品!总值

不超过
-%%%

元人民币的!入境时

海关予以免税放行" 因此!消费

者在境外旅游购物时!既要遵守

当地的有关规定!也要参考入境

免税限额! 尽量在限额内消费"

如果超出限额!需要在入境时如

实申报并补交相应的关税" 相关

信息!消费者可以在海关网或拨

打海关服务热线
$!'."

查询"

境外消费勿忘退税$ 一些国

家和地区为鼓励境外游客消费!

对在退税定点商店购买的随身

携运出境的物品实行退税政策"

目前! 包括欧盟主要成员国$澳

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很

多国家都实行了这一制度" 消费

者 在 境 外 标 有 %

/01230 4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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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退税购物( 的商店购物后!切

记按照相关程序及时办理退税"

导游代购须谨慎$ 在境外旅

游购物时!消费者要尽量亲自参

与购物的全过程!不要轻易委托

导游或他人代理购物!确需导游

代购时也要主动索要购物凭证"

因代购涉及环节较多!消费者一

旦发现产品价不符实$质量缺陷

等问题! 需要导游协助办理修$

退$换货时!往往费时费力" 谨防

个别导游通过代理购物的方式

推荐质次价高的商品"

权益受损依法维权$ 境外旅

游购物过程中!消费者如发现商

家或导游存在强买强卖$欺诈消

费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

为时!要及时收集权益受损的相

关证据 !避免正面冲突 !依法主

动维权" 必要时!请求我国驻外

机构协助!或在回国后立即向国

家旅游局或中国消费者协会投

诉反映"

银行门口
的“眼睛”

!

本报记者 吕 峰

通讯员 任瑞红 赵娜

年终岁尾!去银行办理业务的

人不断增多!很多人认为开车取款

是安全之举!不需防范!但检察官

提醒您'开车取款同样要谨防银行

外的%第三只眼&!缺钱过年的窃贼

很可能会选择银行门口这块 %财&

地伺机盗窃"近日!经河南省鄢陵

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审理了一

起相关案件!

!

名被告人在县农行

门口盯梢等候!见有大额取款人就

尾随其后!趁其下车办事之际将车

玻璃砸烂把钱盗走"

!,

岁的李朝和
')

岁的孙义

均有犯罪前科"

!"&!

年
&!

月的一

天上午!李朝给孙义打电话说要过

年了!外面要账的多!得想办法弄

点钱"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到银行门

口踩点! 然后尾随开车的取款人!

伺机砸碎车玻璃! 将车里的钱盗

走"随后两人做好分工'孙义负责

开车!李朝负责偷钱"

!"&'

年
&

月
,

日上午! 孙义

驾车与李朝来到鄢陵农业银行门

口!伺机寻找作案%目标&"半个小

时后! 被害人张某驾车来农行取

钱"张某先在自动取款机上取了
!

万元装到裤兜里!又到柜台上取了

,A#

万元!他把
#%%%

元放在兜里就

匆匆走出银行!出来时手里还拿着

成捆的
,

万元钱"张某打开车门随

手将
,

万元钱放在副驾驶座的工

具箱里!后驾车离开"

这一幕全被躲在门口的李朝$

孙义看在眼里"他们一直开车尾随

张某到外环加油站!趁张某下车去

充加油卡$上厕所之际!李朝用事

先准备好的铁锤将张某副驾驶位

处的玻璃砸烂!在工具箱里把钱偷

出后驾车逃走"张某听到响声出来

后发现被盗立即报案 "

!%$'

年
B

月!李朝和孙义相继归案!法院审

理后!以盗窃罪分别判处二人有期

徒刑二年零九个月$ 三年有期徒

刑!同时并处罚金
,

万元"

检察官介绍!近年来这类案件

时有发生!特别是年关将至!在银

行存$取款的人增多!但一定要谨

记存款$取款时财不外露!最好随

身携带挎包或手提袋之类!在柜台

取款后应立即将钱装入袋内再离

开银行!切忌直接拿着钱上车"

小树的“新装”
近日! 笔者在江西省九江

市长城路上看到! 周围的居民

或将自家的衣物直接挂到沿路

新栽种的小树树枝上! 或将棉

被晾晒在两棵小树之间的竹竿

上"这些)新装*!使得小树不堪

重负+

李雪雯
/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