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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李帅

核心提示 |“我儿媳妇趁着儿子不在家，偷偷把我给儿子买的房子卖了。”前日
上午，汝州市民郭先生赶到本报办公室反映，他的儿子郭迎斌常年在外工作，儿媳李
朝霞因欠下巨额债款，便偷偷地背着儿子及他们老两口将儿子的房子卖了。如今时
过三年，在汝州市法院与平顶山市法院的两场审判后，因判决不一，郭迎斌至今仍无
家可归。律师表示，该案的关键在于第三人是否构成善意。郭迎斌及其父亲表示，
将继续申请重审。

随着2015年元旦、春节
日渐临近，面对居民取暖负荷
剧增的局面，汝州市电业局及
早部署、全面行动，组织人员
对全市输、配电线路和设备进
行“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安
全隐患，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沟
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提前
预判用电负荷，完善应急抢修
预案。同时，广泛开展电力设
施保护社会宣传和群众护线
工作，防止因外力破外造成线
路、设备停运，严格执行24小
时值班制度，随时接受客户故
障报修，确保在突发性停电时
能第一时间恢复供电，保障全
市居民在节日期间用上满意
电、放心电。（桂焱炜 高明哲）

12月24日，汝州市司法
局王寨乡司法所工作人员带
领辖区内的矫正对象，一同赶
到王寨乡敬老院慰问院内的
孤寡老人。当天，司法所工作
人员与矫正对象共同为敬老
院平整了院内菜地、清理了垃
圾，把敬老院里里外外打扫得
干干净净。通过此次活动，使
矫正对象增强了社会责任感
和成就感。（李帅 孟光兴 王
李娜）

12月26日，汝州市文化
广电局党组邀请市委党校讲

师张小景为全系统100多名
干部职工作政治时事报告，局
机关各科室和二级机构负责
同志聚精会神地聆听了这场
专题讲座，接受了一次深刻生
动的政治思想教育。张小景
讲师从历史的角度和政治的
高度诠释了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的决定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
国家的伟大部署，阐述了十八
届四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和深远意义。（王国锋 李占
明）

近日，由汝州市农村所组
织，市发改委、财政局、审计
局、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
以及各施工企业和监理单位
一行二十余人，对2012、2013
年农村公路建设工程8个项
目22个标段进行验收。经过
验收组的认真检查、核实，相
关工程标段均按设计文件及
建设单位要求实施，施工程序
按规范办理，资料齐全，质量
合格。经监理单位认定合格，
顺利通过交工验收。针对个
别施工标段存在的质量缺陷，
验收组认真做好记录，填写

“工程缺陷一览表”，要求在竣
工验收前2个月全部整改完
毕。（李伟恒 王伟歌 肖英豪）

□特约通讯员 王国锋
通讯员 王丹涛

本报讯 昨晚7时，记者在土
地局路口看到，不少车辆行人正
有序地通行。而半月前，这个路
口的道路两侧还被遮阳棚、桌椅、
炊具占据，满地油污，严重阻碍了
交通。针对市区主要路段上占道
经营的顽疾，汝州市城市管理综
合行政执法局从12月10日起，
进行为期15日的夜市摊点集中

整治。
此次行动，市标区域（含一处

医院路口）、剧院广场、洗耳南路、
土地局路口等夜市流动摊贩较为
集中的地段，执法队员对占道经
营现象进行规范,对经营人员进
行规劝、教育，并发放《致广大市
民一封信》。

据市执法局相关人员介绍，
此次行动一是卡好时间点，赶在
市民下班的时间段（下午5点-8
点），杜绝夜市摊点外溢造成的占

道经营；二是卡好关键地点，对人
流密集区的流动商贩占道经营行
为进行制止并划定指定摊点摆放
区域。

据了解，经过市执法局集中
行动，这些路段夜市摊点已经全
部整治完毕。今后，市执法局还
将继续做好重点地段的占道经营
检查，采取错时执法，不定时检查
的方式，并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杜
绝反弹，为市民营造更好的出行
秩序和生活环境。

□实习生 李帅

本报讯“免费为家庭贫
困患者看病，无疗效每天倒找
50元。”昨日上午，在汝州市
医缘堂医院内，该院院长杨玉
华告诉记者，为答谢百万汝州
人的关爱与支持，医缘堂医院
在该院成立五周年之际特举
办“爱心救助公益”活动，自
2015年1月1日至1月15日，
在汝州市全市范围内筛选出
20位家庭贫困病人进行免费
治疗。请广大家庭贫困患者
赶快报名。

多年来，汝州医缘堂医院
以“先治病，见效付款、愈后付
款、无效免费、限额签订打包
治疗”等医疗保障措施，以精
湛的医疗技术为百万汝州人
服务，避免了患者因重复治疗
花费大量医疗费用，受到了众
多汝州贫困家庭患者的称
赞。该院专家团队：杨玉华，
系统医学创始人，中医内科副
主任医师，中医内科疑难杂症
资深专家，风湿病资深专家；
谢忠礼，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
生导师，河南仲景学术委员会
秘书长，医圣张仲景第七十二
代嫡传弟子，中医养生资深专
家、疑难杂症资深专家；秦雄
伟，山西长治医学院资深教
授，全国知名风湿病资深专

家；王召锋：腰椎间盘突出手
法复位术发明者，医缘针刀技
术创新专家，全国知名中医针
灸推拿专家。

据悉，此次“爱心救助公
益”活动报名的条件。首先，
报名对象需是家庭贫困者，来
院时须持村街居委会出具的
贫困证明。其次，患者病程在
一年以上的疑难疾病，经多
方治疗效果不好者，主要病
情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膝
关节半月板损伤、关节变形、
强直性脊柱炎、顽固性腰椎
间盘突出症、小儿脑瘫、帕金
森综合征、冠心病、气管炎、
哮喘、肺心病、干燥综合征、
多发性硬化症、痛风、皮肌
炎、间质性肺炎、老年痴呆、
偏瘫后遗症、男女不孕不育
症等多种非外科疾病。最
后，凡入选免费治疗的患者
都将签订协议进行免费治
疗，如无疗效，出院时将按住
院治疗时间每天补助50元，
且入选患者入院当天报销当
日车费。

报名方式：可电话报名，
也可到医缘堂医院现场报
名 。 报 名 电 话 ：0375—
3333120、 13703409698、
13937527221。医缘堂医院
地址：汝州市丹阳路与城垣路
交叉口向西约200米路南。

昨日上午，记者就该案件咨
询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主任罗新
建律师。据罗律师称，一审二审
都有其法律依据，且两审都已明
确了夫妻双方的女方存在侵权行
为，所以该案的关键则在于第三
人是否构成善意。

根据罗律师表示该案的关键
在于第三人是否构成善意，回顾
上述两份民事判决书内容，汝州

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内，买房
者毕某明知郭迎斌没有在契约中
签字，也未要求郭迎斌认可或确
认郭迎斌授权委托给李朝霞，而
与李朝霞及第三人签订、履行房
屋买卖合同，被告人毕某辩称自
己属于善意，汝州市人民法院认
为不成立。

在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
民事判决书内则认为，双方签订

房屋买卖契约是通过有营业执照
的房屋中介机构，且李朝霞出具
了房屋所涉及土地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及相关手续，毕某支付的价
格符合市场行情，毕某已尽到了
买受人的审慎义务，应当为买受
房屋的善意第三人。

对于该案件，郭迎斌及其父
亲在了解该案的关键所在后，表
示将继续申请重审。

在郭迎斌父亲郭先生所提供
的民事判决书中，记者看到汝州
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内认为，
首先，被告李朝霞在出售房屋时，
契约中出卖人为李朝霞及郭迎
斌，但郭迎斌本人并不在场，且签
名也注明代签。其次，涉案住宅
为郭迎斌父母购买并赠送郭迎斌
个人所有，并且李朝霞于2011年
5月19日出具证明两份。最后，
被告人买房者毕某明知郭迎斌没
有在契约中签字，也未要求郭迎
斌认可或确认郭迎斌授权委托给
李朝霞，而与李朝霞及第三人签
订、履行房屋买卖合同，被告人毕
某辩称自己属于善意不成立。

此外，对于卖房款，汝州市法
院民事判决书内也提到，毕某
2011年6月7日支付给李朝霞购

房款，6月13日，郭迎斌得知房子
被卖，6月15日即起诉至法院，该
购房款并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
活，郭迎斌要求李朝霞退还收到
的五十七万购房款，汝州市人民
法院予以支持。汝州市人民法院
判决如下：被告李朝霞与被告毕
某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契约为无效
合同，毕某返还郭迎斌住宅，李朝
霞退还毕某购房款。

然而，事件到此并没有结束，
买房者毕某与签订协议的第三人
又将该案上诉至平顶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记者在郭先生所提供的
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
决书中看到，该院认为双方签订
房屋买卖契约是通过有营业执照
的房屋中介机构，且李朝霞出具
了房屋所涉及土地的国有土地使

用证及相关手续，毕某支付的价
格符合市场行情，毕某已尽到了
买受人的审慎义务，应当为买受
房屋的善意第三人。对于郭迎斌
主张房屋买卖契约无效，不予支
持。

该判决书如下：撤销汝州市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
人郭迎斌诉讼请求。

在郭迎斌父亲提供的涉案
房屋中介公司的个体商户营业
执照中，明确标明该中介所经营
的范围及方式属于家政服务，且
执照有效期至 2015 年 5 月 18
日。郭迎斌说：“我们很不理解，
一个经营家政服务的公司，为什
么会被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定为能买卖住房的房屋中介
机构。”

据郭迎斌说，他与妻子李朝
霞于2000年登记结婚，并生育
一子。2003年，他的父母出资在
汝州市区为他购买了一套独院，
并粉刷装修，且购房收据写明他
为购房人。

2007年，在办理土地证时，
他的妻子李朝霞背着他及他的
父母将该套住宅的土地证办在
她的名下，直到2011年他和父母

得知此事，便要求妻子李朝霞出
具两份证明，证明住宅主体及粉
刷是由他父母出资，且李朝霞未
与二老协商私自将土地证办在
自己名下。

“2011年 4月，邻居张素云
突然找我要钱，说李朝霞欠她25
万元，并打有欠条，还鼓动我卖
房子还钱。”郭迎斌说，当时他曾
质问妻子李朝霞，但后来单位安

排他出差，等他回来后发现，李
朝霞已在2011年 6月 7日趁他
出差偷偷地把房子卖掉，并代他
签订了房屋买卖契约。

郭迎斌的父亲郭先生说，
2011年 6月 13日，他们得知房
子被李朝霞偷偷卖掉后，同年6
月 15日，他们便将李朝霞及买
房人毕某起诉至汝州市人民法
院。

执法局“卡点儿”查夜市占道经营

汝州医缘堂医院五周年感恩回馈

免费看病，无疗效倒找钱

事件 媳妇欠下巨款，偷偷卖掉公公买的房子

分歧 两审事件相同，判决不一

律师 两审都有其法律依据

简讯

房子被妻偷卖 丈夫起诉欲讨回
一审二审判决相反 丈夫表示将申请重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