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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网友“闪婚闪离”

本报讯 原告王某与被告李
某原系一对时髦夫妻，两人在网
上认识后，迅速展开恋爱并闪
婚。婚后一个月，原告王某发现
二人性格不合，起诉至法院要求
与被告离婚。濮阳市华龙区法院
法官经过两个多月的悉心调解，
被告终于同意回到濮阳与原告办
理离婚手续，两人和平分手。

（陈宣作）

法院主持调解
医患达成和解

本报讯 近日，信阳市浉河区
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医患纠纷案
件，原告袁某因意外摔伤脊椎，后
原告以被告在手术中存在失误、
损害其神经为由，诉至法院。该
院经多次调解，双方当事人终于
达成调解协议，医院也在调解书
规定的期限内将 2 万元一次性支
付给了原告。 （张黎明 程艳）

采取降温措施
安全度过暑期

本报讯 针对今年入夏以来，天
气炎热少雨、酷暑难耐，为保证在
押人员顺利度过暑期，唐河县检察
院充分履行监所检察职责，及时督
促并配合看守所采取降温措施，并
对存在的实际问题，现场办公，当
场予以解决，为在押人员安全度过
暑期创造了良好的生活条件。

一是延长关门时间，保证洗澡
冲凉。延长在押人员放风时间，降
低室内温度；确保开饭时间与关闭
监室门的时间，保证在押人员有充
足的洗漱时间。二是全面灭菌消
毒。对看守所内外的下水系统进
行全面清理，保证下水道畅通，防
止蚊蝇滋生，并购置灭害灵、来氟
水等药品消灭驱赶蚊蝇。三是确
保茶水供应，防止在押人员中暑。
每天发放三根汤等降暑茶水，并购
置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确保在
押人员顺利度夏。四是加强在押
人员生活管理，预防病从口入。对
在押人员食堂进行大检查，杜绝食
物中毒；加强伙房卫生制度，保证
被关押人员所食用的饭菜干净卫
生。五是强调各监室患病人员的
及时报告制度，对有患病迹象的在
押犯，争取早发现、早治疗，杜绝传
染疾病向他人蔓延扩展。六是对
关押老弱病残的在押人员的监室
进行重点管理，防止因天气炎热造
成中暑等其他疾病的发生。

因这些实际问题都得以现场
解决，各在押人员反映强烈，认为
他们虽然走上了违法犯罪道路，但
检察机关还在时时关心他们，纷纷
表示要安心改造，重新做人。

（牛凌云 杨炬）

张留根、付喜瑞、魏巍：
吴军依据郑州市绿城公证处于2013年3月

22日出具的（2013）郑绿证经字第1333号的公证
书，于2014年7月9日向我处申请对你出具执行
证书。执行标的为：本息合计615450.38元（借
款本金477500元、利息137950.38元）、违约金
100000元、因收回借款所产生的一切相关费用。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5个工
作日内向我处书面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明。
逾期未提出异议，我处将依法出具执行证书。

本处地址：郑州市金水路219号盛润国际
广场西塔12楼

联系电话：55637735-320（屈女士）
55637833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4年7月14日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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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22 日凌晨 1 点多，上蔡县的
李某与好友一行 4人酒后来到骆某经营的足
浴店进行足浴消费。李某一人被安排在该店
三楼 301 房间，其余 3 人被安排在二楼 208 房
间。李某好友3人洗完脚后到李某所处301房
间，见李某已经睡熟，便向老板骆某提出4人均
在301房间休息，骆某向其4人送去棉被。这
时，一切都很正常。然而，早晨5点左右，意外
事故发生了，李某不慎从301房间窗户摔下，随
后被120急救中心救护车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李某在医院花费医疗费3.3万余元。
后李某与骆某因赔偿问题未能达成一致

意见，李某诉至上蔡县法院，请求骆某予以赔
偿。

该案庭审时，骆某认为李某摔伤完全是
李某自己造成的，他不应该担责。但骆某申
请的证人证实，李某4人所处的301房间窗户
可以完全打开半扇窗户的宽度，未安装防护
措施。

近日，上蔡县法院审理后，判决骆某赔偿
李某各项损失共计1.4万余元。

判决文书送达后，双方均未上诉，现已生效。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骆某经营的足浴店

作为一个从事经营活动的场所，应尽合理限
度保障他人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义务，采
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或者减轻损
害。李某在饮酒状态下到骆某经营的足浴店
进行足浴消费后，骆某允许李某在店内休息，
并向李某送去棉被，骆某经营的足浴店即对
李某产生了一种保障其人身安全的法定义
务。骆某庭审时申请的证人证实，李某所处
房间的窗户，并未采取安全措施。李某从房
间窗户摔下受伤，骆某作为管理者，对临街的
窗户未安装防护措施，即违反了该法定义务，
故骆某作为足浴店的经营者对李某的损害后
果应承担一定赔偿责任。鉴于李某系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其自身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
有重大的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记者 陈磊 特约记者 朱剑锋 通讯员 余
双军）

2011年5月，在舞阳的刘某为筹备婚事，
与该县一开发商签订了商品房认购协议，协
议对房屋的位置、面积、价格、付款方式、违约
责任等都有明确约定。协议签订后，刘某按
约定当即缴纳了定金一万元，并于 2011 年 6
月支付购房余款25万元。之后，因开发商未
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无法与刘某签订商
品房销售合同，双方于 2013 年 2 月签订购房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刘某购买的房屋坐
落和价格以认购协议为准，原承诺户型不变，
开发商承诺于 2013年 4月 20日开工，2014年
12 月 31 日前交付房屋，如逾期交付，开发商
按日向刘某支付已交房款的万分之五的违约
金；如任何一方违约，除承担违约责任外，还
应赔偿另一方的损失，包括间接损失及履行

“本协议”带来的增值。双方还约定，2013年

12 月 31 日前领取商品房销售许可证后签订
正式商品房买卖合同，若不能签订正式合同，
自刘某缴纳房款之日起，开发商按已交房款
额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

补充协议签订后，刘某还是没有等到想
要的结果，至 2013 年底，开发商仍未取得预
售许可证，项目无法开工。眼看购房无望，刘
某一纸诉状将开发商告上舞阳县法院，要求解
除合同、退还房款、赔偿损失并支付违约金。

法庭审理中，开发商辩解，因其一直未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根据法律规定，其与刘
某所签订的两份协议均应当认定为无效协
议。既然是无效的协议，协议中关于违约金
的条款也自然是无效的。所以应只返还购房
款，不承担赔偿损失和违约金的责任。

近日，舞阳县法院审理此案后，判决开发
商与刘某之间的合同无效，开发商返还刘某
购房款的同时，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
给刘某的利息损失，同时驳回刘某索要违约
金的请求。

法院认为，刘某与开发商签订的认购协

议书及补充协议对刘某所购房屋的位置、面
积、价格、交付时间等均作出明确的约定，该
协议已具备《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十六
条规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
被告已经按照约定收受全部购房款，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
定，该协议应当认定为商品房买卖合同。但
依照该司法解释第二条的规定：“出卖人未
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签订的
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
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
有效。”被告开发商至今未取得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说明被告未达到《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商品房预售条件，所
以依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原、被告双方
签订的协议书系无效协议。合同被确认无
效后，应将取得的财产予以返还，有过错的
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因
而，被告开发商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即
出售房屋，具有明显过错，应在返还刘某购
房款的同时，参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
给刘某的利息损失。对刘某索要违约金的
主张不予支持。

（记者 薛华 通讯员 李广卿张静）

1月15日晚上9点，兰考县的杨某某在朋
友家喝完喜酒后，晕晕乎乎地开着朋友家的
面包车，揣着刚拿到手的驾驶证，载着另外两
个伙伴回县城，走到城关乡田庄村路段时，与
对面由北向南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在一起，
骑车人郭某当场昏迷。

在路边工地上的工人们听见“咚”的一声
响，都赶忙过来，看见发生交通事故了，赶紧
拨打了 110和 120。交警勘查现场时，肇事司
机杨某某说自己是郭某的“老表”，肇事司机
已经跑了。说完，杨某某也打算走。办案民
警看郭某伤势严重，就要求杨某某随着120急
救车一起到了医院。在医院，办案民警询问
杨某某基本情况，杨某某不报姓名，只说肇事
司机跑了。郭某的家属问谁是肇事者，杨某
某说是替朋友来处理事情的，仍不承认自己
是肇事司机。

郭某的家属感到疑惑，不让杨某某离开
医院。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交警大队事故中
队的民警再次对杨某某进行询问时，杨某某
才如实承认自己就是肇事司机。经交警部门

事故责任认定，杨某某负此事故的全部责
任。经法医鉴定，郭某的损伤为重伤。

后公诉机关针对此案提起公诉。公诉人
员认为，杨某某酒后驾驶机动车致使一人重
伤，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为已经构成交
通肇事罪。因交警人员让其跟 120 急救车去
医院，后因被害人家属怀疑杨某某是肇事司
机，看着其不让离开医院，杨某某才未逃离医
院。公诉人员认为杨某某这样的行为属肇事
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构成肇事逃逸。

杨某某在庭审中辩称，他没有承认是肇
事司机是因为害怕挨打，事故发生后他没有
跑，并到医院为被害人交钱治病，不应认定为
逃逸。辩护人的辩护意见认为，杨某某自事
故发生后始终没有离开现场和医院，仅因不
承认司机身份而认定逃逸缺乏事实和法律依
据。

近日，兰考县法院经过开庭审理，根据案
件的综合情节，未认定杨某某逃逸，最终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个月。

宣判后，杨某某未提起上诉，目前判决已
发生效力。

兰考县法院认为，交通肇事逃逸是指机
动车驾驶员在发生交通事故的同时，擅自逃
离事故现场，使交通事故所引起的民事、刑
事、行政责任无法确定，其目的在于推卸、逃
脱的行为。从主观方面而言，肇事者的行为
动机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活动，对逃逸行为有
直接的故意；逃逸行为的空间要素也要求，该
行为“逃离事故现场”，包括逃离事故发生现
场、在将伤者送到医院后或者等待交警部门
处理时畏罪逃跑。对于“肇事后逃逸”行为的
认定，应从主、客观方面判断被告人的行为，
不能脱离法律本身规定作扩大解释。结合本
案，被告人杨某某自事故发生后，从案发现场
到救护医院，虽有逃跑的想法，但现有证据不
能证明被告人杨某某在事故发生后实施了逃
跑行为，仅因为有逃跑的犯意而认定逃逸，显
然与我国刑法的本意相违背。法院遂根据实
际情况，作出上述判决。

（记者 张东 通讯员 宋玉）

肇事后，他不承认是司机
公诉机关认为这样的行为构成肇事逃逸，不过法院最终没有采纳公诉机关的意见

很多交通事故中，肇事司机为了逃避
责任而逃跑，构成肇事逃逸，受到从重处
罚。而他，虽然未逃跑，却一直不承认自己
是肇事者，他的行为是否也构成肇事逃逸？

身边的事儿

结果

法理解说

无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开发商签合同卖房

合同被判无效 买方索要违约金未获支持
舞阳县一开发商未办理商品房预售许

可证即对房屋进行预售，刘某认购房屋后，
苦等三年，也没有买到想要的房子。原来，
该开发商一直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那么，刘某是否能以开发商违约为由，要求
开发商支付违约金呢？

身边的事儿

结果

法理解说

消费者从三楼摔下
足浴店消费者不慎从三楼一房间窗户

跌落受伤，经营者是否该为此承担赔偿责
任？足浴店是否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到了
安全保障义务？

身边的事儿

结果

法理解说

足浴店老板担部分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