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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未交付
别人怎么在装修我的房？

2014年7月，宋芳以儿子侯佳的名义
购买了温江区翰林世家一套100平方米
左右的商品房。按照合同规定，原本应该
在2015年年底交房，但迟迟没有交房。

上月9日，宋芳赶到温江，发现自己
购买的房子，竟然有人在装修。宋芳说，
自称对这套房子有处置权的任先生表
示，法院已经将这套房子执行给他所在
的公司，也就是翰林世家的建设施工单
位——浙江立信建筑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江立信），并出示了法院的执
行通知书。

宋芳找到开发商后，对方给出了换
房方案，但因换房面积太大，宋芳无法
支付其他面积补款被否定。

法院查封
多套房已抵偿给施工单位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装修者任敏，
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是浙江立信的
工作人员。早在2014年8月，开发商成都
东创科技园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创公司）因经济纠纷被起诉，其在翰林
世家的多套房子陆续被法院查封。

成都商报记者从任敏出示的法院

通知书、法院执行裁定书上看到，因东
创公司与其他公司的经济纠纷，多套房
产被查封。浙江立信以未能收到工程款
为由起诉，上述房产优先抵偿给了浙江
立信。“公司要给工人支付工资，所以对
房子进行了出让。”任敏说，按照法院裁
定，公司可以以裁定书为依据，办理相
关产权过户手续。

特殊情况
并非一房二卖

开发商销售王经理表示，这并非是一
房二卖，而是特殊情况。王经理说，翰林世
家是东创公司与浙江宏臻实业有限公司
合作共同开发。因东创公司因经营不善，
2015年3月，在浙江宏臻不知情的情况下，
法院查封了翰林世家二期的几十户房源。

为了保护资产，浙江宏臻公司负责
人通过与建设施工单位，也就是浙江立
信约定，以建设单位享有建设工程款优
先受偿权的名义，将这数十套房产作为
工程抵押给浙江立信。

王经理说，因为公司还未来得及到
房管局备案时，这些已经签订合同的房
子就被查封了。

王经理说，经过公司和相关部门的协
调下，现在大部分的业主产权问题已经得
到了解决，大概还剩下4户，也正在协商中。

四年前买的房迟迟不交付
谁知别人却在装修我的房

实际开发商：土地持有公司因经济纠纷房屋被查封 是“误伤”！

由成都市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卫计委主办的
首届“成都骄傲——大美医者”评选活动，经推荐申
报、初评审核、网络投票、综合评审，评选出首届
——“成都骄傲——大美医者”10名，成都商报继续
为您讲述这些大美医者的动人故事。

技术过硬服务过硬
两者缺一不可

大美医者汪克纯

心血管界圈子很小，专家开会常聚在一起的，
就那么些人，来自“非知名医院”的汪克纯为什么在
占据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心血管病患者很多，心
脏问题非同小可，病人就诊首选名院名科名医，来
自“非知名医院”的汪克纯为什么门诊和手术都门
庭若市？

汪克纯作为博士于2011年被引进成都市第六
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他的到来不仅改变了科室的
命运，更是改变了城东片区心血管病患者、特别是
急性心梗患者的就医路径。要问“为什么”，答案就
隐藏在汪克纯的故事当中。

今年4月中旬的一天，凌晨12点，一名51岁的
林姓患者突发急性心梗，被工地的工友急送市六医
院。接到电话，汪克纯匆匆从家赶来，但病人却表现
出对医生和医院的不信任，提出要马上转院。同病
房的患者发话说：“汪主任那么知名，人又好，你还
转院！”病人将信将疑留下了。汪克纯马上为病人实
施介入手术，将已经堵塞的血管打通，之后专门吩
咐手下医生护士悉心照顾。出院的时候，患者为最
初对他的不信任表达歉意，并说：“汪主任，你是我
的救命恩人，我永远都记得住。”

从不信任到信任，汪克纯经历过太多这样的事
情。刚到市六医院履职之初，半天专家门诊，只能看
几个到10几个病人，需要做介入手术的心梗病人
都选择转走。而今，他半天专家门诊，要看 50—80
个病人，中途水都没法喝一口。

为什么发生如此大的转变？汪克纯说：“病人的
想法其实很简单，选择医院和医生，就是要看好病、
解决问题。所以技术必须过硬，另外服务必须过硬，
让他们得到全面的照顾，两者缺一不可。”

俗话说：“开刀去病，麻醉保命”。麻醉医生这个
不为大多数老百姓所熟悉的职业，其实在整个医疗
体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努力保证患者在无痛安全的前提下和手术医
生共同完成手术，决定着手术的成败以及患者的生
命！这就是一名麻醉医生的使命……祖籍福建南
平、现居四川彭州的吴水良，就是这样一位专业麻
醉医生，他被患者亲切地称为“生命保护神”。

2008年5月12日，汶川特大地震让四川遭受重
创。当时，受灾画面让远在千里之外的吴水良久久
不能平静，他的心里顿生一个愿望——去四川。这
个愿望从地震当天起，就一直坚定地扎进他心里，
虽然家人反对劝阻（特别是日渐年迈的父母），但是
他毅然多次向所在单位福建省南平市人民医院提
出请求——前往四川参与一线救援。最终，拗不过
他的坚持，2010年3月，他如愿加入福建省第七批
援川医疗队来到地震重灾区彭州。

在彭州援建的日日夜夜里，吴水良对援建地有
了深深感情，彭州麻醉医生的紧缺，让吴水良坚定

“援建结束后依然留在彭州”的决心。他的信念感动
了年迈的父母和“老东家”福建省南平市人民医院。
2011年3月，吴水良辞去了原本条件很好的福建省
南平市人民医院；8月，他正式迁户，成了一名真正
的“彭州人”。“我现在成了彭州人，我会真正融入这
里，因为这就是我的家！”吴水良如是说。

刚来彭州时，住宿舍、吃盒饭，简单的生活条件
就让吴水良满足。扎根彭州后，他也在当地收获了自
己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家庭。从急赴彭州的一位援建
者，到扎根彭州的一位市民。吴水良在完成身份转变
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援建初衷演变为一辈子的选择。

在彭州8 年间，吴水良作为一名学科带头人，
将先进的科室管理经验和业务技术带到彭州市妇
幼保健院，规范科室管理、健全完善质控体系、持续
加强团队建设、提升业务技能、注重文化建设，将麻
醉科打造成了一支有凝聚力、有战斗力、充满朝气
的队伍。他多次成功抢救产后大出血、妊娠合并心
衰、DIC等合并症的高危产妇。在他治疗的患者中，
年龄最小的只有3岁、最大的已有83岁，这些治疗
记录填补了彭州市妇幼保健院的空白。

市文明办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世纪城往吉瑞三路方向，盲道用的
是 金 属 材 质 ，下 雨 天 就 成 了‘ 摔 跤 帮
手’。”8月2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消息称，
吉瑞三路上的盲道在下雨天踩到很容易
滑倒。消息发出后，上百名网友进行了评
论，纷纷表示这附近的不锈钢盲道太光
滑，下雨天骑车经过都摔了跤。

网友“团子要飞上天”回复：“说实话，
有一次在那里等人，10分钟前后看到四个
电瓶车在上面（盲道）摔得人仰马翻。”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其中一位
网友刘女士，她称，大概半个多月前，刚下
了一场大雨，她雨后骑车经过吉庆一路，
从人行道往下骑车的时候压到了不锈钢
盲道滑倒，摔了个人仰马翻。“摔倒后一个
多星期，腿部还有多处淤青，很疼。”

另一位网友告诉记者，她小姨在附近
上班，经常会经过这段路，有一次下雨便
摔了一跤。该网友表示，当时路边都停满
了车，非机动车道无法通行，无奈之下小
姨只好将车骑上了人行道。当时在下雨，
本来路面很湿滑，经过盲道时更不慎滑
倒。滑倒后小姨用手去支撑地面保持平
衡，但手腕却骨折了。

对此，网友们有些担忧，不锈钢盲道
那么滑，盲人朋友在使用时怎么办？

同时，也有网友提出了质疑，盲道在人
行道上，在盲道上骑车本来就有些不妥。

网友所说的光滑金属盲道是否真的
容易打滑呢？

8月6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吉瑞
三路进行了探访。从世纪城地铁口A口出
站，往吉瑞三路方向行走，一路上行人常
常不经意就走上盲道，还有不少市民骑着
单车在人行道上通过。

记者注意到，人行道上的盲道均为不
锈钢材质。原点状的盲道条表面能够看到
明显的纹路，而大量使用的长条形盲道表
面看上去则比较光滑。记者踩上去体验发
现，虽然盲道突起处有一定摩擦力，但相
比其他砖式盲道，确实略滑一些。记者继
续向前行走发现，金属盲道中不少盲道条
已经被损坏，只剩下两个螺丝钉，每走几
步就有“漏洞”。

记者走访发现，除了吉瑞三路，周边吉
瑞一路、吉瑞二路、吉瑞四路、吉瑞五路、吉
庆五路、吉庆四路、吉庆三路、吉庆一路等至
少9条道路均设计为不锈钢材质的盲道。

不锈钢材质的盲道，地铁中也十分常
见。记者来到地铁3号线，刚到进站口，就
有一排原点状的不锈钢材质盲道，进入车
站内，长条形的盲道条也十分醒目。记者
观察到，这些盲道条中均有多条很深的纹
路，脚踩在上面感觉有坑，摩擦力很大。

“光滑”的不锈钢材质是否适合做盲
道呢？对此，成都市盲人协会副主席刘京
川有自己的看法。

“盲道重要的是安全防滑功能。”刘京
川说，盲道的作用就是帮助视障人士走路，
相当于导引系统。理论上，盲道在完全无障
碍的情况下，视障人士踩着盲道走应该是
安全的。因此，盲道通常需要摩擦力很大的
材料才能够防滑。他认为，如果使用太光滑
的不锈钢材料，遇到水容易打滑，那就很危
险，不利于盲人行走。因此，他希望有关部
门在设计时能够注意这个细节，特别是室
外，结合雨雪等天气因素对安全进行考虑。

8月6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该公司，
公司工程部现场负责人对情况进行了解释。

该负责人表示，不锈钢盲道条主要使
用于商业氛围较为浓厚的高新南区副中心
的位置，为了保证周边景观性、现代性的整
体展现，同时商业中心，行人流量大，不锈
钢相对耐久性更好，经过多方面综合考虑
后，因此采用了不锈钢材质的盲道条。

而这种材质的盲道条在国内外都已
经长期广泛使用，并不是新型材料。在
2009年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
司发布的《无障碍建设指南》中，规定不锈
钢是符合规定的盲道建设材料，目前在成
都地区广泛使用，不仅仅是高新区，包括
城市中心区域，地铁站都在使用不锈钢材
质的盲道条。

“公司对网友们反映的情况进行了解
后，发现因盲道滑倒的市民集中在骑车人
群。”该负责说，人行道并不是自行车道，设
计时并没有考虑行车需求，网友反映的路
段，本有自行车道，但由于许多机动车违规
乱停放，占用车道，导致市民们纷纷在人行
道上骑车，发生了意外。

该负责人解释，使用的不锈钢材质是
拉丝面设计，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具有一定
防滑性能，但是骑车肯定是不行的。在收到
网友反映后，公司表示将在以后的工程中，
结合市民的使用体验，加强管理，进一步完
善和提升使用感。

成都骄傲——大美医者

参与救援心系灾区
援建医生扎根彭州

大美医者吴水良

不锈钢盲道太滑总摔跤
盲人出行怎么办？

市民担忧

不锈钢盲道雨天太滑总摔跤？
施工方：材料符合国家标准

行人多为骑车滑倒，网友担心盲人出行也有安全隐患 施工方称将提升使用感

9条道路铺设不锈钢盲道
和砖式盲道比相对略滑

现场走访

盲道安全防滑很重要
应结合雨雪天气考虑细节

盲人协会

不锈钢材料符合国家标准
但雨天骑车肯定不行

施工方回应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王勤

家住巴中市的宋芳早在
2014年就全款购买了温江翰林
世家的一套房子，因开发商一直
表示未通过验收不能交房，直到
今年7月9日，放心不下的宋芳
赶到温江，发现竟然有人正在装
修自己购买的房屋，而对方拿出
了法院裁定书，表示该房已由法
院裁定抵偿给建设施工单位。

对此，作为实际开发商的浙
江宏臻实业有限公司表示，该房
屋并不是一房二卖，而是作为土
地持有人的东创公司因债务问
题，房产被法院查封，且在浙江
宏臻与建设施工单位约定的保
护公司权益出现差错后，“误伤”
了购房业主。

购房者

装修者

开发商

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律师林小
明认为，法院的裁定处置在程序上不
存在问题，因查封时，该房屋未进行
备案，在所有权上仍然属于开发商
（而被查封）。因此，这一房产纠纷，属
于开发商未及时到行政主管部门进
行登记备案，且在法院查封后、未能
及时通知业主而造成不能交付房子
的合同违约，业主可主张赔偿损失，
例如返还购房款、赔偿违约金，以及
房屋在这期间的增值等。如签订合同
的开发商已经正式宣布破产，就只能
按照破产清算程序申报债务。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王英占认为，业主与开发商签订的购房
合同有效且受保护，作为名义上享有房
屋所有权的东创公司，并不是主观故意
将房屋另行出售或抵押他人，因此不存
在一房二卖的嫌疑。但是因房屋已抵偿
给建设施工单位，使得房屋买卖合同不
具有履行条件，业主可以向开发商主张
解除合同，返还购房款，赔偿违约金以
及其造成的房屋差价损失。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张直

律
师
说
法/

一方有纸质合同
一方有法院裁定

房子到底属于谁？

吉瑞三路路面铺设的不锈钢盲道

购房者家人表示，房屋已经被装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