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释法

大家谈

14 责任编辑 李艳 校对 汤青霞

E-mail:fzfw8089@163.comHENAN LEGAL DAILY
法治服务

2012/09/11

疑问解答

房东拒收房租致承租人无法交租
承租人是否构成违约？

本版由河南金色世纪
律师事务所协办

【案情】
2009年3月，王某和许某签订租赁合同，王

某将其一处房屋出租给许某用作经营。合同中
约定：租赁期限自2009年3月28日至2014年3
月27日，共5年。租金第一年3.6万元，第二年
以及第三年为4万元，第四年、第五年租金需要
双方另行商议；付款方式为半年支付一次，许某
应当提前45天支付房租；王某收取许某押金
4000元，一方违约须支付双倍押金。2010年5
月份以后，房屋租金明显上涨，王某与许某协商
要求增加租金遭到许某拒绝。2010年8月13日
前，许某应当交纳第三次的房租，王某拒绝接受
房租，并没有按照惯例到许某处领取房租，许某
反复联系王某，王某恶意回避。2010年8月份，
王某将许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承担违
约金。

【释法】
本案的争议点在于：本案中究竟是谁存在

违约行为？王某拒收租金能否要求许某支付违
约金？王某能否解除合同？

1.《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
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判断合同一方是否
存在违约行为，最重要的标准是要看合同双方是
否严格按照合同履行了自己的合同义务。没有
履行或者没有完全履行、履行不合格的即视为违

约。本案当中，从表面上看是许某没有交纳房租，
王某为受害者。但案件事实却恰恰相反，王某拒
不接受许某交纳的租金而且故意回避与许某协
商，造成了许某“违约”，王某的这种行为属于拒不
履行合同的行为，其行为已属违约。

2.租赁合同的双方在签订合同时，还应注
意对租金履行地点的明确约定，如果合同约定
承租人必须主动到出租人处交纳房租，则承租
人就不能等待出租人过来领取房租，否则即使
承租人不想拒交房租也会构成违约。本案中，
租金交纳的地点双方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
即是按照交易习惯确定，所以，许某完全不构成
违约。

3.王某作为违约方，是不能要求非违约方

许某支付违约金的；相反，王某应该向许某支付
押金两倍的违约金。

4.王某想解除合同，根据《合同法》规定，解
除合同有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两种情形，一方
面，双方没有就合同解除的事项作出约定；另一
方面，王某作为违约方，因为不符合《合同法》第
九十三条法定解除的条件，不享有解除合同的
权利。

5.许某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根
据《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许某可以要求
王某支付违约金，并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
施或者赔偿损失；如果王某的行为构成根本违
约的情形，许某享有合同解除权，并可以要求王
某赔偿损失。 （张雷）

新野县王先生来电咨询：
艾某从事饲料销售业务。多年来，

周某多次向其购买饲料，并给付部分货
款。双方结算后确认，周某尚欠艾某饲
料款5万元未付，周某于当日向艾某出
具欠条一份。后艾某多次向周某催要
欠款未果，便起诉周某。诉讼过程中，
周某对其所欠饲料款5万元并无异议，
但其认为艾某所供饲料存在质量问题，
其所饲养的生猪食用艾某所供饲料后
出现生病及死亡现象，致其经济损失 3
万元，周某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质量异
议，已经丧失胜诉权。请问，逾期提出
质量异议是否丧失胜诉权？

解答：艾某与周某买卖饲料的合
同关系成立，合法有效。《合同法》第一
百五十七条规定，买受人收到标的物
时应当在约定的检验期间内检验。没
有约定检验期间的，应当及时检验。
该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
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
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
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
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质量符
合约定。当事人没有约定检验期间的
买受人应当在发现或者应当发现标的
物的数量或质量不符合约定的合理期
限内通知出卖人。买受人在合理期间
内未通知或者自标的物收到之日起两
年内未通知出卖人的，视为标的物的
数量或质量符合约定，但对标的物有
质量保证期的，适用质量保证期，不适
用该两年的规定。因此，买卖合同中，
当周某接受艾某交付的标的物时，应
对所接受的标的物在法定或约定的检
验期间内及时检验，并在发现质量瑕
疵时及时通知艾某，并保留通知的相
关证据。但周某多次购买饲料，一直
未提出质量问题，导致超过质量异议
期间，从而丧失胜诉权。

（宋豫 卢灿敏）

逾期提出质量异议
是否丧失胜诉权？

美国俄勒冈州联邦地方法院在2011年12
月裁定一名博主在其博客上发表的关于一家
企业的言论属于诽谤，须赔偿原告 250 万美
元。

被判诽谤罪的克丽丝特尔·考克斯运营
着数个与法律相关的博客网站。不久前，她
在博客上发表数篇文章，严厉指责投资企业
黑曜石金融集团及其联合创办人凯文·帕德
里克，称对方在处理一起破产案时行为不检
点。

今年1月，黑曜石金融集团对她提起诽谤
诉讼，指控她的攻击性言论与事实不符，要求
赔偿1000万美元，并引用考克斯的一篇博文
作为证据。

美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是一个言论非常
自由的国家，好像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
么说就怎么说，想批评谁就批评谁。不是常
常有人写文章说，美国百姓连总统也敢骂，媒
体是无冕之王，国会也敢批评。就是在美国
人气最旺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中，总统、议员等
也常常成为主持人嘲弄的主角。按说，美国

的制度这么宽松，言论这么自由，那么在博客
上发表文章，批评企业的不当做法是不应该
有什么麻烦的。但是，这位叫做克丽丝特尔·
考克斯的博主却没有那么幸运，仅仅是因为

“在博客上发表数篇文章，指责投资企业黑曜
石金融集团及其联合创办人凯文·帕德里克，
称对方在处理一起破产案时行为不检点”，就
被人告上了法庭，而且被法庭认定“言论属于
诽谤，须赔偿原告250万美元”。

美国法院的这个判决，可能大出某些人
的意料，但也给人们以启示！

它说明，任何人、任何言论都必须有个边
界，任何言论传播都必须负责任！哪怕是在
自己的私密空间，只要是牵涉到其他人，都必
须对所说的事实、所批评的对象考证清楚，出
言都必须慎之又慎，而不能是统计加估计、想
象加编造，否则就会惹火烧身，就会被人告上
法庭。

其实，认为美国言论绝对自由，是一种非
常片面、非常幼稚的看法。世界上任何一个
国家都没有言论的绝对自由。是的，美国人

可以拿总统开涮，可以拿议员嘲弄，可以对政
府批评，可以对国会讽刺。但是，却绝对不能
拿残疾人开涮，不能嘲弄普通民众，更不能发
表种族歧视言论，不能在工作单位随便发表
政治见解。但凡涉及美国的安全，只要是不
符合“国家政治大局”，也会受到相当的限
制。记得曾有一篇报道说，当年克林顿访华
时，抵达北京的当天晚上，随行的国务卿奥尔
布赖特就召集所有美国随团记者开会，为中
美关系和总统访华定调，并强调绝不允许媒
体和记者各行其是。所以，在美国因为在博
客上发表指责投资企业不检点的文章被法院
判定为诽谤，丝毫不让人奇怪。博客是近些
年兴起的一种网络传播载体，它以其快捷、便
利、经济、直接，门槛低、限制少而深受广大网
民的喜爱。

现在，美国法院对这个博客主的判决，给
了人们一个警示：那就是言论自由，必须建立
在尊重事实、遵守法律的前提之下，在美国也
不例外。

（张沛灏）

美国法院裁定一博客言论有罪给人们的警示

每行13字30元，包月200元 1×3.8cm，包月每块400元
大于3×3.8cm，包月每块500元 依此类推，单次信息做五送一
本栏目工作人员：朱顺玲 吕新景 田秀娥 只需一个电话，均可上门办理
上门服务热线：0371-65526666 65978789 地址：郑州市郑汴路136号

综合分类
周一至周五天天出刊 覆盖全省
综合分类内容同步刊登在河南法制在线网

网址：www.hnfzb.com

最 新 活 动

（本广告长期有效）

一机在手 致富不愁 广东广州市
华信电子厂

电话：020-66651140 手机：13798132708 联系人：张树征

激光捕猎机：声透
吸引，不用拉线，可捕
多种动物：2 千米 980
元；3.2 千米 1350 元；5
千米2760元。

超声波捕鱼机：浮鱼范围深宽：
30米960元；80米1780元；150米
2860元。来人可现场试捕，将地址
发到13798132708即免费寄资料
VCD光碟，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招 生
2013年全日制研究生VIP包过班接受
预定，高考升学指导，重点中小学入学，
学历提升，高校转学。13803993103

招 商

捕鱼机：发射超声波在水中传播，使
鱼类缺氧昏浮水面(有大小五种型号)

捕猎机：该机大范围发射高频激光
声波，使动物产生幻觉奔向信号源，击
昏动物、定位报警(大小四中机型)短
信发送地址到 13635984823免费索
取资料及VCD光盘

致富电器诱捕机

欢迎来人试捕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江西省九江市科达特种电器工业公司

0792-8403138 8403139电话：

金融服务
海洋不动产贷款
银行房贷、民间借贷、垫资
0371-63611296 13903840493

警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认真核实，签订有效法
律手续，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纠纷后果自负。

声明公告

收购债务
当天得款0371-66681168

法律服务

诚信贷款18237109788
专业办理个人、个体户贷款，无抵
押、无担保，户口不限当日取款

警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认真核实，签订有效法
律手续，由此产生的任何经济纠纷后果自负。

小 额 当 天 大 额 3 天 成 功 收 费
电话：0371-55696323 18339222989
地址：郑州市二七区解放路民主路

郑伟合法清纠纷

十年经验 老赖克星 正规注册
全国速效清纠纷

各种债务纠纷 合法手段 信誉第一
专业团队 律师策划 快速解决

事成收费0371-56631016

★ ★

激光捕猎机：国外高新技
术，声诱吸引，不用拉线，可
捕所有动物，2 千米至 8 千米
等多款产品。将你地址姓名
发到 13928163387 即免费寄
产品资料和捕捉光碟。

农家致富捕捉机

电话：0760-86517177
广东中山市环球电子厂www.zshqdz.com

捕鱼机能捕5至130米，捕猎机捕
猎范围最大5000米，能捕获地上跑的
及天上飞的猎物，价特优，欢迎洽谈购
机或代理。图片资料和实地捕鱼捕
猎光碟短信函寄：13977186087

捕鱼捕猎新产品
只要有资源可捕——即速富

广西南宁市港日电子厂
0771-4509528 4509508

激光声波捕猎机：激光高频震荡输出，声
诱吸引,四方报警定位，可捕各种动物，捕捉范
围2千米780元，3千米1280元。

超声波捕鱼机：超声波可控变频技术，浮
鱼深宽25米730元，70米1350元。请将你详
细地址.姓名发到13822113588即免费寄资料
和捕捉光碟。可现场试捕或货到付款。
广东省广州市联益电子厂 (本广告长期有效)
联系人：覃旭升 电话：020-82562161

高科技致富机

专业清债
各种债务 15515553603 当天见效

律师快办纠纷
0371-56751686合 法 高 效

敬告：本栏目信息所有手续都严格进行
审查，但不敢保证每条信息的真实性，所有
信息只作为双方交流平台，客户交易前请
审验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签订有效的法
律合同，本报刊登内容不作为承担法律责
任的依据。个人征婚栏目内信息，双方请
自行审验相关证件，未确定合法关系前，不
要有任何经济来往和感情纠葛。因本栏目
信息导致的一切纠纷自行负责。

●河南省行政事业性收费基金专
用票据以下票本丢失，票号：0411
051-0411150，批次：MB（2010）2
本；票号：0486601-0486700，批
次：MG（2011）2本，特此声明。
新乡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中心

●张广营、李江涛、刘信伟、马增彬：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和公司与你签订的
《劳动合同书》的相关条款，因
你长期不上班，公司已与你解
除劳动合同，并下达了与你解
除劳动合同的决定。通过多种
方式未联系到你本人及家属，
现通过公告向你送达此决定。
请你本人或依法委托他人到我
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相关手续。

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
2012年9月11日

●周双东警官证不慎丢失，警
号:009474声明作废。
●孟丽娟警官证不慎丢失，警
号:011676声明作废。

免费供料联办分厂
本产品系新型儿童玩具，新颖奇特，45
变；产品供不应求。我方免费供应原
料，免费培训技术，提供设备，承担运输
和税收，上门收货，统一包装，每个加工
费 2元，每人日获利 80-100元，签合同，
交合作费 680 元,完成八千个产品此款
退回。组织十人加工，我方每月另付管
理费6000元，并预付加工费60%。

地址：洛阳市市委党校2号楼518室玩具部
洛阳站坐6路到市委党校下车

13608657606 0379-648730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