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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高级合伙
人陈逢逢律师表示，该合同中约定“本房屋
租赁合约……经甲方、乙方、经纪方三方签
署后生效”，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不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
序良俗，则该房屋租赁合同已生效。

对于房屋租赁合同，出租人的主要义
务是按照约定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秦先
生说钥匙已经放在物管处，虽然没有交到
租客手中，但是租客可以直接去物管拿钥
匙。现实中，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应认定
房屋移交手续已经完成。

因此，租客提出退租，如果在租赁合
同里面约定一定金额的违约金，一方违
约，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如违
约一方认为违约金过高的，可以请求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进行调整。在本案中，秦先
生因为与租客订立了租赁合同，那么秦先
生不会再继续寻找下一个租客，现在因为
该租客突然不租，那么可能导致秦先生租
金损失，秦先生是可以要求租客承担违约
责任。但是该违约责任是否过高，则要考
虑秦先生再次出租该房租所需时间、为出
租所花费的金钱等情况。

但是，陈逢逢认为，该合同中约定“未
满六个月不退押金”是不合理的。押金和
违约金不是一个概念。押金是一种对房屋
及房屋物品完整和完好性的担保。承租期
结束时如果没有损坏，则出租方需全额无
息退回承租方。而违约金是补偿性质的，
如果一方有违约责任，必须对造成实际的
损坏赔付违约金。因此，合同中这样的约
定是将押金和违约金的概念混淆。

另外，根据相关规定，对于房屋租赁
合同，房屋附属配套设施应包含在合同
中。房屋物品移交清单应属于签署合同时
的必要附件。房租中的物品对于承租者来
说，其有妥善保管以及按照约定使用的义
务。如果因保管不善等造成毁损、灭失，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
第2022210期开奖结果：39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2090
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4 06 11 15
18 19 23，特别号码：10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10期开奖
结果：630，直选：6436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6：18819注，每注奖金173元。
（42465538.1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10期开奖结
果：63025，一等奖39注，每注奖金10万元。
（369597022.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2090期全国销售
267762065元。开奖号码：01 20 24 25
31 09+12，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0注。二等奖100注，单注奖金
134459元，追加26注，单注奖金107567元。
三 等 奖 153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912078543.50元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兑彩票

7月11日，四川乐至县方广村，一
只重200多斤的黑熊被捕获。然而，当
地不仅八旬老人从未听闻此处有熊出
没，连林业部门也表示乐至不适宜黑
熊生存，相关史料中找不到“熊出没”
的记载。

当地村民、网友不禁疑惑，这只黑熊
到底从何而来？

有 人 猜 测 是“ 养 的 黑 熊 跑 了 出
来”，而与乐至县相邻的资阳市雁江区
和简阳市3家黑熊养殖场均否认与己
有关。

7月14日，有消息称，方广村直线距
离40多公里外的雁江区保和镇文龙寺村
有人散养黑熊，几年前曾有一只七八十
斤的小黑熊出逃，找了多次未找回。当
天，接到记者反馈后，资阳市雁江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公安部门及保和镇政
府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并将村民卓某、陈
某夫妇家里两只涉嫌非法养殖的黑熊转
移至正规养殖场暂养。

文龙寺村两只涉嫌非法养殖的黑
熊被查获的同时，资阳市雁江区自然

资源和规划部门下发通知，要求各村
摸排辖区内是否有非法养殖野生动物
的现象，特别是黑熊，于7月15日上报
摸排结果。随后，记者从雁江区自规局
获悉，经排查，暂未发现其他非法养殖
黑熊的。

8月8日，雁江区自规局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
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第38条，自规部门
已于8月5日向文龙寺村的非法养殖户卓
某、陈某夫妇开出处罚决定书。“没收两
只黑熊，再处3000元的罚款。”该负责人
说，目前，卓某夫妇的儿子已在处罚决定
书上“代签”，并交了罚款。

“我们找了有经验的人去看，（卓某

夫妇家的）黑熊起码（养了）二三十年
了。”雁江区自规局相关负责人还说，卓
某家里的黑熊，是很多年前，其妻子陈
某从哥哥的养殖场（正规养殖场）悄悄
抱回家的。“抱了4只回去，还了2只，留
了2只。”

该负责人还表示，确认乐至被捕黑
熊不是雁江这家非法养殖户家里“跑出
去的”。

目前，雁江区自规局正联系成都的
动物园，准备将两只没收的黑熊送到动
物园。

关于乐至被捕黑熊的来源，记者从
乐至警方获悉，警方仍在调查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8月8日，电影《孤军》开机仪式暨媒体见面
会在四川兴文县兴文石海景区举行。据悉，《孤
军》根据发生在兴文的真实历史故事改编，反
映红军川南游击纵队不怕牺牲，坚决执行命
令，完成策应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战略转
移的故事。

影片由中共兴文县委、兴文县人民政府、成
都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发起策划，由成都市电影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兴文农文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共同出品。茅盾文学奖得主柳建伟担任编剧，凌
潇肃、郑昊、黄少祺等多位优秀演员主演，将共同
打造一部回忆光荣、不忘初心、高扬旗帜、振奋精
神的精品力作。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教授郭伟表示，兴文县作
为川南早期革命的主要发源地，川南游击纵队的
主要策源地和转战地，在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
意义。《孤军》通过电影的记录形式对兴文县的红
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首次将“中国工农红
军川南游击纵队”慷慨悲壮的历史故事搬上银
幕，对于兴文县的红色文化有着重大意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世豪

电影《孤军》开机
首次将“川南游击纵队”的历史故事

搬上银幕
一张床19万元 一套书柜12万元

出租屋家具昂贵 吓退租客
租赁双方为退租责任产生争议，房东：装修花费数百万

一张床19万元、一套书柜12万元……近日，市民曾先生所在的公司
在成都双流一小区租了一套独栋别墅，月租金2.2万元。

签合同时房东没有出具物品移交清单，过了几天才补上，曾先生和同
事现场清点后签字。后来，他们将清单交给公司老板确认时，老板对物品
价格提出了异议，因此提出了退租。但房东却不愿退还5万元押金，并要额
外再收取一个月租金作为违约金，共计7.2万元。

房东表示，别墅内的家具物品市场价格本就昂贵。他标注价格的本
意是提醒租客要爱惜，并非敲诈。双方签署了租房合同、物品移交清单
也签字确认了，如今对方却找理由不租了，“押金不退、收违约金都是按
合同办事”。

“咋个没交接，他们都在清单上签
字了，现场还一样一样清点过。”8月4
日，房东秦先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该房屋一直是自己在使用，最
近因要到外地工作，才将其出租。7月22
日，租客和他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当
时爽快地支付了11.6万元的押金和租
金，双方还合了影。后来，对方提出需要
房屋物品移交清单，由于现场没有准
备，他便表示之后补来。

接着，秦先生安排自己公司的工作
人员进行清点整理并拍照，花了两三天
时间。7月26日左右，清单整理好后，租
客再次来到现场，并逐一签字确认后离
开。后来，因为他人在外地，便通知租客
去物管处拿钥匙。

没过多久，秦先生便接到租客通
知，称屋内物品太昂贵想退租。对此，秦
先生表示退租可以，但押金不退且需要
再支付一个月租金。租客不接受这个条
件，便提出让其搬空屋内物品再入住的
要求，秦先生没有同意。因此，双方就退
租一事协商未果。

针对租客提出的屋内物品昂贵，又
没有凭据的说法，秦先生表示，屋内的
家具购买了两三年左右，是欧式风格，
市场价格很贵，随便去家具市场都能问
到价格。整套别墅装修花费数百万元，
多以实木家具、石材为主，还有电梯，前
后花园等。他们日常都仔细维护，每个
月请保洁来做清洁，花园绿化也有专人
管理，鱼池的锦鲤都是几百上千一条。

在移交清单上把部分较为贵重的物品
标注了价格，目的是提醒租客爱惜房
屋。“我又没让他买，如果东西不在了、
搬走了肯定要赔偿；如果有一点擦烂，
谁来找你，以后注意爱惜就对了”。

至于押金及违约金的问题，秦先生
表示都是合同里约定的，“如果有异议，
可以走法律程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
在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中约定，押
金为5万元，租赁期间，乙方（承租方）提
前解约，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出租方，同
时甲方（出租方）收取的押金不退还，租
金按实际租住天数的剩余金额退款。合
同的备注中写明：“未满六个月，押金不
退。乙方违法乱纪，押金不退。”

不是非法养殖户家“跑出去的”黑熊来源仍不明

7月22日，市民曾先生所在公司在
双流一小区租了一套独栋别墅，准备用
作公司办公场地。套内面积400多平方
米，带大花园，精装修，一个月租金2.2
万元。看完房后，曾先生等人觉得还不
错，决定租下这套房。

随后，在中介的协调下，曾先生所在
的公司与房东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租期
一年，从2022年8月1日到2023年7月31日，
并约定在8月1日交房。“我们当时一次性
支付了5万元押金，以及三个月租金共计

11.6万元给房东。”曾先生说，签合同时原
本应附带房屋物品移交清单，但现场没
有，出于信任觉得事后补来也行。可没想
到，这一时大意却造成了麻烦。

几天后，房东将多达十几页的房屋
物品移交清单交给了曾先生等人，物品
共计上百件。曾先生表示，当天，他和同
事一起去现场拿移交清单，只是对物品
数量等进行了清点确认后签字，并未考
虑价格。后来，他们将清单交给公司法
定代表人确认时，法定代表人对物品价

格提出了异议。
比如一楼玻璃茶水房一张树根茶

台3万元；二楼客厅一张3座真皮欧式沙
发5万元（全套总价10万元）；二楼左侧
卧室一张真皮楠木床8万元，三楼书房
巨型实木书柜12万元、主卧桃花木欧式
大床一张19万元……公司法定代表人
认为可能存在被套路的情况，因此提出
了退租。根据房东的标注，屋内各类物
品总价值上百万元，若遇到损坏或丢失
等，赔偿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屋内家具物品价值百万？

“房东标注的物品价格太高了，又
拿不出证明来，他写好多就是好多，要
是真赔偿起来扯不清。”曾先生说，他们
认为房东标注的房屋物品价格过高，没
有依据。因此在7月26日左右收到清单
后，便向房东提出了退租的要求。

租客要退租，房东表示不愿退还押
金，还要额外再收取一个月租金作为违

约金，共计7.2万元。“我们一天都没住
过，交房手续也没办完，房东的要求太
不合理。”曾先生说，退租不成，为了避
免今后因房内物品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他们在与房东协商过程中提出了希望
将物品清空后再入住的建议，却遭到了
房东的拒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曾先

生提供的与房东的微信沟通记录中看
到，房东表示：“要么依约定金额5万加
一个月租金共7.2万终止（合同），要么
依据移交清单入住，钥匙在物管处，自
己去拿。”双方协商未果后，曾先生称他
们多次联系房东，但房东一直未出面，
以至于到了8月4日，他们既没有入住，
也没有退租。

租别墅

房东要收7.2万元想退租

标注价格是提醒租客爱惜房东说

律 师 分 析

合同有效
若协商不成可提起诉讼

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林小明律师同
样认为，租房合同本身真实合法，具有法
律效力，各方均应按照合同的约定履行自
身义务。

不过，由于该合同于2022年7月22日
签订，租客在随后的7月26日提出退租，即
在合同尚未实际履行前提出解约。该做法
属法律规定的“明确表示或以行为表示不
履行主要债务”的行为，也可以据此解除
合同。此外，按照租客的说法，其要求解除
合同的原因在于房东未及时提交屋内物
品清单，同时，签订合同时租客并不清楚
房屋内物品价值如此之高，由此，租客可
基于重大误解要求解除合同。

双方在解除租房合同时，仍然应当严
格按照合同约定来进行处理，根据双方过
错程度及各自是否存在违约以及违约大
小来划分责任。鉴于合同尚未实际履行，
房东的损失尚未扩大并且“租期未满六个
月不退押金”显失公正等因素，林小明建
议双方进行协商。

至于屋内家具等物品到底价值几何？
在双方无法协商解决争议而最终对簿公堂
时，主张损害赔偿的一方应当提供相应证
据来证明相关家具价值，比如发票、付款凭
证等具体证据，同时还需要证明另一方对
家具造成了具体损害，并且要证明该具体
损害的价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实习
生 赵云帆

“未满六个月不退押金”
是不合理的1

租客可基于重大误解
要求解除合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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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熊进村来历成谜》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2086期：
01013333103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四川）第
22086期：01013333103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2086期：
122202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2086
期：00310011133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8日)

足彩

两岁儿子倒在床上不停抽搐，小脸蛋被憋
得通红……杨女士慌了，儿子应该是吃糖的时
候被糖果卡住了。

这一幕发生在8月4日，南充市顺庆区。
危急时刻，杨女士按照之前看过的“海姆

立克急救法”给儿子连续施救，在往大医院驶
去的车上，儿子终于张嘴说话了……

8月4日12时许，杨女士的儿子吃糖果时，
突然叫了一声，然后就倒在床上抽搐，小脸蛋
憋得通红。杨女士想到网上看过的海姆立克急
救法，赶紧对儿子施救。“试了几次，儿子没什
么反应。”杨女士说，她催促母亲抱儿子下楼，
自己拨打急救电话求助。

在热心人的帮助下，孩子送到就近卫生
院。“医生进行了一些急救措施后，让我们赶紧
去大医院。”杨女士说，儿子当时的脸色已变得
发紫，看到的人都觉得“不行了”。

走出卫生院门，正好有一辆停在路口等信
号灯的警车，南充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游
媛赶紧打开车门，将孩子送往大医院。警车上，
杨女士继续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儿子施救，刚
行驶了两三百米，她听到儿子突然“哼”了一声。
惊喜的杨女士赶紧喊儿子的名字，儿子答应了。

杨女士告诉记者，当天医生担心儿子将糖
果吸入肺部，还为儿子做了CT检查，发现肺部
没有异常。

延伸阅读

“海姆立克急救法”怎么做？
“海姆立克急救法”，即气道梗阻急救法，

简称海氏急救法。主要应用于气道异物梗阻的
现场急救。

自救：稍稍弯下腰去，靠在一固定的水平
物体上。以物体边缘压迫腹部，快速向上冲击，
重复之，直到异物排出。

急救成年人：抢救者站在病人背后，用两
手臂环绕病人腰部。一手握拳，将拳头的拇指
一侧放在病人胸廓下的腹部。再用另一手抓住
拳头、快速向上。重击压迫病人的腹部重复以
上手法直至异物排出。

急救三岁以内的小孩：应把小孩抱起来，
一只手捏住孩子颧骨两侧，手臂贴着孩子的前
胸。另一只手托住孩子后颈部。让其脸朝下，趴
在救护人膝盖上，在孩子背上拍1~5次，同时观
察孩子是否将异物吐出。抢救者跪下或立于其
足侧，或取坐位。并使患儿骑在抢救者的大腿
上，面朝前。抢救者以两手的中指或食指，放在
患儿胸廓下和脐上的腹部，快速向上重击压
迫，重复之，直至异物排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男童糖果卡喉“快不行了”
多亏妈妈会急救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