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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房屋卖主反悔 买主可否主张房屋差价
濮阳市张先生来电咨询!

我买了一套二手房!只有房产证!没

有土地证 "说是正在办理#! 所以没法过

户!再说!

!

年后办理过户的话可以省
!!

的营业税$于是!双方签了房屋买卖协议!

也没有公证!但双方都请了见证人!并付

清了房款!还写有收条$现在!房价涨得很

厉害!我怕到时候卖主反悔不配合$请问!

如果卖主反悔!我能否要回房款及这几年

的利息% 另要求卖方赔偿房屋差价%

答!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交付

房款属于一方的合同义务#交付房屋和办

理过户是另一方的合同义务$已经交付房

款的一方有权要求合同另一方按合同约

定交付房屋和办理过户# 不得随意反悔#

这是合同的基本原理$你们双方约定
!

年

后办理过户# 理论上并没有什么问题#但

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交易方式有很大的不

确定风险$因为在这
!

年内发生的各种人

为的小动作或者意外事件都可能影响到

最终的顺利过户$如果你想确保自己将来

获得房屋产权#建议你们双方协议到房管

部门办理%预告登记&#避免一房二卖$ 实

际上#我国实行房地分离的制度#建议可

以首先办理房屋过户#土地使用权的过户

再说$ 如果到了约定的房屋过户的时限#

卖房人还不配合过户的话#可以起诉到法

院要求强制履行过户手续$

关于购房款的利息# 以及房屋差

价#这个都属于买卖合同解除或者无效

才需要考虑的问题$要不要支付利息和

房屋差价# 要根据具体解除合同的原

因$ 赔偿房屋差价的案例#实践中已有

很多#它属于预期利益损失#违约方应

当赔偿的$ 实际操作中#巨额的房屋差

价赔偿往往使卖房人不敢轻易反悔$

私家车车身做广告的行为是否合法
郑州市李先生来电咨询!

我是一家公司的经理! 今年
!

月!

我购买了一辆轿车$ 后来!我在街上看

到很多车辆在车身上打广告!我也就在

自己的轿车车身上打上了公司的产品&

名称&地址$ 请问!我这样做违法吗%

答'针对私家车车主%出租&车身做

广告的行为#私家车车身做广告必须到

工商部门登记(擅自在车身和车牌照框

上做广告的行为#已违反了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一旦被查处或被投诉#

将会遭到一定数额的罚款$而通过拥有

广告发布权的企业或广告公司#向工商

报批#并且审核通过#在交通管理规定

尺寸内统一张贴的才是%私家车车身广

告&#且受法律保护$ 根据!户外广告登

记管理规定"的规定#利用交通工具设

置(绘制(张贴的广告属于户外广告#广

告的发布要由有资质的广告公司到工

商部门办理审批#未经工商部门登记审

批的#任何单位(个人不能发布户外广

告$ 如果私家车车主自己和商家谈广

告#要首先在车管所备案后#再到工商

部门登记#工商部门对广告内容进行审

核后# 才能允许私家车上路发布广告#

避免出现%花花绿绿&的私家车车身广

告影响市容和交通环境$

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第十三条的规定#机动车号牌应当

悬挂在车前(车后指定位置#保持清晰(

完整)重型(中型载货汽车及其挂车(拖

拉机及其挂车的车身或者车厢后部应

当喷涂放大的牌号#字样应当端正并保

持清晰)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

志应当粘贴在机动车前窗右上角)机动

车喷涂( 粘贴标志或者车身广告的#不

得影响安全驾驶$以前只允许公交车做

车身广告#但新出台的!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规定机动车喷涂(张贴车体广告

的前提是不影响安全驾驶$ 所以#被批

准做广告的私家车也要遵守交通管理

规定#汽车的前后风挡(前引擎盖和后

备厢盖不允许粘贴广告#而且不能改变

车的主体颜色#所有广告面积不得超过

车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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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市赵先生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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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的一天晚上!我母亲从

五楼下去丢垃圾!不慎从二楼摔下!跌破

了头!血流不止$ 我发现后抱起母亲急忙

出门站在大街上招手拦出租车! 正好看

到一辆亮着'空车(标志的出租车驶来!

我就招手! 出租车司机张某看见有人招

手!把车停在我身边!但看见我母亲浑身

是血时!就怕弄脏了他的车!不愿意载我

们去医院$ 我们为此发生争执!并僵持多

时$ 后有辆出租车过来问清情况后!立即

帮我抱着我母亲坐到车上前往医院$ 我

母亲经医院检查!诊断为颅脑外伤!但由

于流血过多抢救无效死亡$ 请问!我能否

起诉张某承担其拒载致使我母亲延误治

疗死亡的赔偿责任%

答!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都遇到

过出租车拒载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大多

数人选择了忍气吞声# 但有时出租车拒

载确实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后果$ 我国!合

同法" 第二百八十九条明确规定'%从事

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 托运

人通常(合理的运输要求$ &出租车属公

共运输行业#应受此规定的限制#这也是

我国法律对不得拒载的明确规定$

同时#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九十三

条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

客票时成立# 但当事人另有约定或另有

交易习惯的除外$ &众所周知#出租车行

业不是先买票再上车# 而是旅客到达目

的地后车主才给车票# 这是出租车行业

的交易习惯$ 依据出租车经营活动交易

习惯#出租车的%空车灯&亮着并沿路边

行驶即构成 !合同法" 意义上的要约邀

请#乘客招手要求乘车构成要约#出租车

在乘客身边停下即构成!合同法"意义上

的承诺#此时合同成立并生效#对乘客和

出租车经营者都具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

你所述的情况# 你与出租车司机张某之

间的客运合同已经成立# 张某有义务把

你和你母亲送到医院# 但张某看到你母

亲浑身是血时#怕弄脏车而拒载#导致你

母亲因延误治疗而死亡# 你母亲的死亡

结果虽然与张某拒载没有直接的因果关

系#但每个病人都有生命健康权#有及时

诊治的权利$ 所以#由于的哥张某拒载病

人#延误了诊治时间#已剥夺病人及时到

医院诊治的权利$

笔者认为#本案的实质是采取骚扰他人的方式行乞#因此

不构成犯罪$ 理由是#三人主观上只是想乞讨钱#只不过卖唱

行乞的态度凶蛮一些#以便乞讨到更多的钱而已)客观上#其

行为并未超出通过乞讨取得财物的范围# 列车上的旅客也只

是分别给了一两元钱#这也没有超出一般的施舍范围#但是否

给钱还取决于旅客自身#并非是由于受胁迫而不得不给钱$就

算行为人以威胁手段迫使被害人交付钱财# 行为具有敲诈勒

索性质#但因数额只有
!%%

余元#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标

准#尚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故不应认定为犯罪#但

应给予治安处罚$ 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检察院 杨京鸽

"的哥#拒载危重病人 延误治疗应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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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运期间!甲&乙&丙三人在列车上按预谋分工!

均拄着拐杖假扮残疾人!丙唱歌!甲&乙向旅客要钱!并且甲还

说)'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唱歌!请大家把钱准备好!装睡的!都

给我醒醒!不然把你整醒就对不起了$(然后!三人一起挥舞拐

杖!并用拐杖使劲敲击车厢地板$ 随后!三人以收取听歌费为

名!向四节车厢的旅客索取
'

元&

"

元不等的零钱!对部分不

给钱的旅客!就用拐杖敲击地板&继续唱歌或者辱骂的方法!

催着要钱! 而且乙还用头撞了一位不愿给钱并假装睡觉的旅

客!辱骂着离去!三人共索要
!%%

余元$

#$

类似本案这种多人结伙在公共场所(列车上#以%乞讨&

为名#通过卖唱等方式#强行索取他人钱财的事件时有发生$

对于如何处理本案#主要有以下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构成强迫交易罪$ 理由是#行为人以

威胁手段#强迫旅客接受听歌服务#并违背其真实意愿而交付了

听歌费用#其获利是通过交易实现的#存在着强行提供唱歌服务

的特定交易形式#卖唱是行为人用以获取钱财的对价$ 三行为人

有预谋地将犯罪时机选择在铁路春运期间人员相对集中的旅客

列车上#迫使众多旅客交付钱财#严重损害了旅客的合法权益#

给铁路安全运输造成恶劣影响#属情节严重#构成强迫交易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行为人以威胁(侮辱(谩骂方式对待受害

人#通过蛮不讲理的流氓手段强拿硬要他人的财物#辱骂他人#

属于%强拿硬要&的泼皮(无赖行径#且受害人居多(影响恶劣(情

节严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特征#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 理由是#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中刑事罚则

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凡在列车内#对旅客使用暴力(胁迫手

段# 如以语言威胁( 暴露或者暗示携带有凶器或者依仗人多势

众#对被害人施加精神压力等#强拿旅客财物或者以%借钱借物&

为名#索取财物的#以及对旅客实行强买强卖#侵犯旅客财产权

益的#均应以抢劫罪论处$ 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依仗人多

势众#在旅客列车上采取语言威胁等手段#当场实施胁迫#并当

场索取被害人钱财#其行为应以抢劫罪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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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值班 李振梅

李振梅$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专

职律师% 执业以来$秉承"受人之托$

忠人之事&的办案理念$为当事人提

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具有深厚

的法学理论功底和处理重大疑难案

件的实践经验$擅长刑事辩护 '交通

事故赔偿'婚姻'继承'民事经济合同

以及建筑'房地产纠纷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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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短信平台
移动'联通'小灵通用户发送咨询问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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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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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法律界的朋友们$也许您是警官'检察官'法官抑或

法学教育工作者$在您的执业经历中$一定发生过令您难忘的

案件和事件$或者您对某一法律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请您告知

)法界论谈*专栏%

栏目主持!代高启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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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

+,-!.(/0#"1234

检察官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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