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名称：国投南阳发电有限公司
51%股权 项目编号：G316SH1008457

挂牌价格：2881.080000万元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电力销售，粉煤

灰综合利用，火电生产经营相关项目技术
开发、利用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受让资格条件：1.意向受让方应为依
法设立有效存续的独立法人或具备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2.具有良好的
商业信用、财务状况和支付能力3.符合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该 项 目 信 息 自 2016-06-30 到
2016-07-28 在中国证券报作信息发
布。详情请登录www.suaee.com或联系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央企二部
王丹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
15号，电话：010-51917888。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挂牌项目公告

冯振鹏、河南超汇实业有限公司：
韩明堂依据郑州市绿城公证处于

2015年1月28日出具的（2015）郑绿证
经字第348号公证书，于2016年6月17
日向我处申请对你们出具执行证书。

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人民币叁
拾陆万元整（￥360000.00）；2、逾期利息
及罚息：按借款本金人民币叁拾陆万元整
（￥360000.00）、月利率 2%计算，自
2015年5月16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

被执行人为你们。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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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637735-323（卢女士） 55637833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6年7月7日

公 告

冯振鹏、河南超汇实业有限公司：
王炳坤依据郑州市绿城公证处于

2015年1月28日出具的（2015）郑绿证
经字第350号公证书，于2016年6月17
日向我处申请对你们出具执行证书。

执行标的为：1、借款本金：人民币壹
拾万元整（￥100000.00）；2、逾期利息及
罚息：按借款本金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100000.00）、月利率 2%计算，自
2015年5月19日起至执行完毕之日止。

被执行人为你们。
如对上述事实有异议，请你们在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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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637735-323（卢女士） 55637833

特此公告。
河南省郑州市绿城公证处

2016年7月7日

公 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以下4个社

团和7个民办非企业单位已在睢县民政局注册

登记，依法取得合法身份地位，特此公告。单位

名称、法人代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分别如下：

1、睢县婚庆礼仪行业商会、牛小飞、

51411422MJG604056E；2、睢县足球协会、

赵凯、51411422MJG604099U；3、睢县文化

传 媒 服 务 行 业 商 会 、苏 红 伟 、

51411422MJG604101F；4、睢县驾驶员培训

行业商会、刘立琴、51411422MJG60411X7；

5、睢 县 金 秋 老 年 公 寓 、王 平 、

52411422MJG6040053；6、睢县12349居家

养老服务中心、柴军、52411422MJG6040

13X；7、睢县涧岗乡新起点幼儿园、冯治国、

52411422MJG604048G；8、睢县后台乡社区

幼儿园、张艳、52411422MJG6040646；9、睢

县 西 陵 寺 镇 榆 艺 术 幼 儿 园 、李 娜 、

52411422MJG6040721；10、睢县董店乡皇

台中心幼儿园、康传书、52411422MJG6040

80U；11、睢县实验初级中学、冯孝敬、

52411422MJG6041284。

河南省睢县民政局公告

本案中，二被告之间的买卖合同因违反法律的规
定而被认定无效，而非因侵犯原告优先购买权而导致
合同无效。那么房屋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承租人
还是否有权主张优先购买？

就优先购买权行使条件来讲，承租人行使优先购
买权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启动条件，须出租人出卖
租赁房屋；二是实质性要件，承租人须以同等条件表
示购买。

优先购买权是附条件的权利，其条件成就发生
于出卖人与第三人成立买卖合同时，而非从出卖人
公开表达出售意图时开始。因为出卖人与第三人买
卖合同不成立，没有确定的合同条款则不存在同等
条件，优先购买权便没有成立基础。关于“出卖”的
理解，在此应作目的性限缩解释，即以移转房屋所
有权为目的的等价有偿的交易行为，否则会扩大优
先购买权的行使范围，造成对他人权利的过分干
预。就本案而言，二被告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合同
的标的物是集体财产，集体财产的出卖必须依照法
律规定的程序进行（需经村民会议讨论或集体成员
决定），违反法定程序，合同无效。合同无效的后果
是合同自始无效，即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产生的基
础法律关系消失。涉案争议房屋又恢复到出卖前的
状态，在邓州市某村委再次出卖房屋并有第三人购
买之前，刘云龙作为承租人并无优先购买权，更不
能强制要求邓州市某村委将房屋卖给自己。（文中
人物均为化名）

（朱小旭 王琪琳）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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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合同无效无优先购买权
村委会私卖集体房屋 承租人主张优先购买

法院

刘云龙与张新房均
系邓州市某村村民。刘
云龙自1998年起租赁被
告邓州市某村委所有的
三间砖木结构门面房及
院落，年租金2000元，双
方未签订书面租赁合
同，未约定租赁期限。

2001 年，该村委召
开领导班子会议，初步
形成出售该房屋的决
议，研究决定该房屋对
外出卖的价格为3万元，
但因价格原因，无人购
买。2004 年，该村委与
张新房签订房屋买卖协
议，张新房最终以 3.9万
元价格购买了争议房
屋。2009 年，刘云龙与
张新房为该房屋发生纠
纷。同年 11 月，刘云龙
主动向该村委结清了 9
年的租赁费 17834 元。
同年 12 月，刘云龙以优
先购买权为由将该村民
委员会及购买人张新房
起诉至法院，请求：1.依
法宣告二被告签订的房
屋买卖协议无效；2.判令
被告邓州市某村委会以
其于2001年研究决定的
3 万元的出卖价格将房
产出卖给自己，或者判
令以出售给张新房同样
的价格也即 3.9 万元的
价格出卖给自己。

刘云龙认为，自己
作为承租人，在房屋买
卖中享有优先购买权，
村委会将房屋卖给第三
人张新房侵犯了自己的
合法权益。

该村委会认为，在
其两次表示要出售房屋
期间，刘云龙均没有表
示要买下该房屋，所以
就不能阻止其将房屋卖
给他人。

张新房认为，自己
与村委会属于正常的买
卖关系，双方签订的买
卖合同也是合法有效
的，并没有侵犯刘云龙
的合法权益。

邓州市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被告邓州
市某村委与张新房交易的房屋系邓州市某村
委集体所有的房屋，处分集体财产时应以公
平、公正、不损害集体利益为原则。根据《物
权法》第五十九条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
二十四条的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
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处分集体
财产应当依照法定程序经本集体成员决定。
因二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未经过村民会议
讨论，未经本集体成员决定，违反了法律相
关规定，同时被告邓州市某村委亦未能举证
证明其在出卖集体财产时做到了公开、公
正、透明。故二被告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应
为无效协议。

至于刘云龙的第二项诉求，优先购买权
是承租人在出租人出卖所租赁房屋时，同等
条件下有优先于第三人购买房屋的权利。承
租人优先购买权需以出租人和第三人之间缔
结买卖合同为条件，出租人与第三人之间的
合同不成立、无效也就不存在承租人的优先
购买权问题。二被告之间的买卖协议无效，
则本案争议房屋又恢复到出卖前的状态，在
邓州市某村委再次出卖房屋并有第三人购买
之前，刘云龙作为承租人并无优先购买权，更
不能强制要求邓州市某村委将房屋卖给自
己。

刘云龙要求判令被告邓州市某村委会以
其2001年研究决定的出卖价格将房产出卖给
自己，但该决定仅是邓州市某村委的会议研
究，并未形成买卖事实，刘云龙的优先购买权
没有事实基础，不能形成，故不能主张。至于
原告另要求判令该村委以出售给张新房同样
的价格也即 3.9 万元的价格将房屋出卖给自
己，也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因为二被告间的买
卖归于无效后，房屋所有权仍归邓州市某村集
体所有，出卖与否、如何出卖尚未可知，故这一
诉求也不应支持。

综上，邓州市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
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相关法条及解释判决：一、被告邓州市某
村民委员会和张新房的房屋买卖协议为无效
协议；二、驳回刘云龙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刘云龙及张新房均不服，提出上
诉，刘云龙上诉请求改判邓州市某村委会以
其于 2001年研究决定的以 3万元的价格将房
屋出卖给刘云龙。

张新房上诉称，其与邓州市某村委签订
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法律没有禁止集体成
员与集体之间的房屋买卖；而且最高法司法
解释规定，承租人不能以丧失优先购买权为
由请求确认出卖人与第三人的买卖合同无
效，请撤销原判。

2016 年 3 月，南阳市中级法院经审理认
为，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优先购买权是指民事主体在特定买卖的同等条
件下，依法享有优先于他人购买财产的权利。承租人
的优先购买权则是指承租人在出租人出卖租赁物时，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该租赁物的权利。

优先购买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它是一种法定
的权利，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第二，它是承租人
所享有的对出租人出卖房屋的请求权，因此，出租
人出卖租赁的房屋时必须及时通知承租人。这种
请求权是一种请求债权，不是直接对物享有权利，
也不能直接对抗第三人，优先权行使前不影响出
卖人与其他人进行协商。第三，它是专属于承租
人的权利，这种优先权不能通过转让或者继承转
移至他人。

明确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性质，便于实践中正
确适用法律，从而更好地在承租人与第三人利益
之间作出衡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21 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未在合理期限内
通知承租人或者存在其他侵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
情形，承租人请求出租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
院应予支持。但请求确认出租人与第三人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
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受到侵害时，无权要求确认出
租人与第三人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出租人与第三
人之间合同的效力应当依据合同法有关合同效力
的规定判断，但承租人可以请求法院判令出租人
对其承担赔偿责任。根据该规定，承租人的优先购
买权仅作为一般债权进行保护，不再作为准物权进行
保护。承租人不能单以侵犯其优先购买权就可主张
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因此，优先购买权作为一种权利形态，应是一种
具有强制缔约优先购买的请求权，请求的内容是缔约
的优先性。其目的在于保证承租人可以相对优先地
取得租赁物的所有权，是指特定人以法律规定或约定
而享有的，当出卖人出卖其标的物给第三人时，得以
同等条件优先于第三人而购买的权利；其追求的主要
是生存和安全的价值，是一种对基本社会秩序的维
护，维护稳定既有经济秩序，充分发挥财产的使用效
能，而非对出卖人所有权的限制。

房屋买卖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承租
人还是否有权主张优先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