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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谢某以55.5万的价格“预约”了一套
130余平方米的二手房，一年后房价上涨，房主冉
某反悔了。尽管双方没有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
只有一纸预约合同，但法院依然判令房主冉某继
续履行合同。目前，冉某已将房子过户给谢某。

预约购房：
只剩3万尾款，卖家却后悔了

谢某在和老婆在川大附近一小区看中了一
套面积为136.43平方米的二手毛坯房。当时，卖
方的房屋所有权证没有办下来，于是谢某和房主
冉某商量以“预约合同”的形式将合同签订下来。

2016年8月，谢某与冉某签订了《二手房屋买
卖预约合同》，合同对房屋价款、支付方式、交付时
间、违约责任等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当天，谢某
依照约定向房主冉某支付了购房定金10万。2016
年11月，谢某支付了第二笔购房款42.5万。

与此同时，冉某于2016年11月向谢某交付
了房屋，双方办理了房屋交接手续。一步步手续
办下来，已过了大半年，就差过户及付清剩余3

万元款项，房子就真正到谢某名下了。
2017年5月9日，该套房屋取得了不动产权

证书并登记在冉某名下。谢某督促冉某继续履行
合同，但此时，冉某却一拖再拖不再露面。

原来，将近一年的时间，冉某发现自己这套房
的价格已经涨了差不多一倍，觉得如果以当初协
议的价格55.5万卖出去，实在划不来。

法院裁判：
预约合同有效 房主协助买家过户

冉某认为，自己和谢某签订的是预约合同，
便以双方未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等原因不愿继
续履行合同。而谢某也着急了，2017年6月一纸
诉状将冉某告上了法庭。

通常，买卖房屋会签订正式的买卖合同，在法
律术语上叫“本约”，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买卖双
方仅仅进行“预约”，这样的合同是否有效呢？

双流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原、被告双方签
订的《二手房屋买卖预约合同》，系双方当事人的
真实意思表示，且内容也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的禁止性规定，应属有效，双方均应当严格按照
合同约定履行各自的义务。

本案争议之焦点在于，双方签订的《二手房
屋买卖预约合同》属于预约合同还是本约合同。
双流法院认为，通常情形下，预约乃约定将来成
立一定契约之契约，是相对于本约而言的一类特
殊合同，其指向为本约的缔结。有时，相关交
易中存在着事实或法律的障碍而暂时不适
合签订本约合同，因此需要签订预约合同。
法院认为，如果预约合同实际上已具备本约
合同之要点的，应视为本约。所以本案案涉二手
房预约合同虽名为预约，但实际上已具备了本约
的要件，所以应视
为本约。据此，双
流法院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等相关法律规
定，判决冉某应协
助原告谢某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履
行合同义务。

川大附近一小区，136平方米二手房，约定总价55.5万

房价涨了卖家反悔 预约合同有效吗？

“你们怎么围堰的？”“这个出水文物怎么发掘
的？”“什么文物最珍贵”……还没有走进考古现场，地
面组的百人参观团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负责讲解的是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众考古中心主任李飞。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
水考古项目。发掘过程中也创新了工作理念，运用了大
量的新方法和新技术，无人机加载航磁仪、地质雷达、电
法勘探仪、磁法勘探仪……”一个问题李飞还没回答完，
旁边的人就会提出新的问题。

发掘现场，一边是工作人员用铲子翻转泥沙，细细
寻找；一边是两台筛土机在紧张工作，砂石撞击着机械，
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李飞介绍，因为是战场遗址，很多文
物都是金属，加之需要发掘的面积实在太大，于是，现场
除了人工发掘外，还有两台筛土机不停地工作。挖掘机
将泥砂石倒入筛土车中，经过筛选、冲洗，文物和石头泥
沙就会自动分离。“每天通过筛土机发掘的文物都有几
百件。”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在2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李飞
至少回答了上百个问题。

著名三国文化研究专家
沈伯俊因病去世

昨日下午 5 时许，著名三国文
化 研 究 专 家 、《三 国 演 义 大 辞 典》
主 编 沈 伯 俊 先 生 因 病 去 世 ，享 年
72 岁。

沈伯俊的夫人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沈伯俊前晚因心肌血管破裂紧
急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沈伯
俊，历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
究所副所长、哲学文化研究所所长、
文学研究所所长。现任四川大学文
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
任南开大学教授、西南师范大学教
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
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中华文
化论坛》副主编、四川三国文化研究
所所长。沈伯俊是《三苏文化大辞
典》常务编委，该书作者曾枣庄的儿
子曾涛透露此消息，他感到非常的
震惊。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沈伯俊
在前几天生日曾作诗一首，不想竟
成绝笔。

《本命年生日有感》

生辰仍有寒星伴，
书海畅游白发添。
笔下沧桑识治乱，
胸中史册辨忠奸。
兴来访友寻三径，
神倦赏花品五弦。
公理永存心不老，
求真向善度余年。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乘直升机俯瞰

孕早期出血不一定是流
产征兆，但也必须注意！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直通专家
为您答疑

近十个月的怀孕过程中，一些准
妈妈在怀孕早期会有出血现象，担心
这是流产的先兆。今天，四川名医邀
请到成都市第七人民医院妇产科的
主任医师陈旭军接听“名医热线”。
陈医生接生两万余名新生儿，治疗
了几百例妇科肿瘤患者，擅长妇科
肿瘤、盆底疾病和各种产科急症、不
孕不育的诊治。若您有相关疑惑或
症状都可以在15：00-16：00这个时间
内拨打名医热线 60160000，听陈医生
为您答疑解惑。

孕早期出血分为怀孕初期少量
出血或点滴性出血和孕早期其他情
况引起的阴道出血。陈医生介绍，若
怀孕期在 30~40 天，因胚胎着床不
稳，则可能会出血。大部分准妈妈无
腹痛的少量出血或点滴性出血，都
属于正常现象。这时候准妈妈们不
用惊慌，出血状况可能持续几个小
时或者一两天便停止了，不会影响
到胚胎的发育和妊娠的继续。怀孕
6~8 周后出血可能是流产的征兆，也
可能是由宫颈病变和宫外孕引起
的。陈医生建议，此时出现出血现象
时，准妈妈应及时到医院接受诊治。

除了名医热线，四川名医也邀请
到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的秦朗教授
坐镇今日的“名医说”，听他讲讲辅助
生育技术那些事儿！

扫 码 关 注
“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

今日
服务

对于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很多人可
能只看到发掘出土了大量有价值的文
物，然而，这次发掘的重大意义却远超
于此。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
中心主任、该项目负责人刘志岩介绍，从
考古学层面看，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是一
个可以与特定历史时代、特定历史事件、
特定历史人物直接对应的考古发现，这
在之前的考古发掘中极少见。

目前，二期发掘已接近尾声，计划于
4月底完成。截至3月底，新发掘面积超

过 3000 平方米、出水各类文物 5000 余
件。相比第一期发掘，这次还发现多件兵
器、疑似船钉等文物。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4月20日，将
举行二期发掘新闻发布会，届时，或许会
有更多的谜底将解开。

下一步，文物部门会联合相关高校
和一些科技部门，采取科技手段，持续开
展其他地点的水下探测工作。同时，也会
结合试掘手段，在遗址上游、下游、两岸
这些能够确定遗址范围的区域再做一些

小规模的发掘，争取用最科学的方式确
定遗址的总体范围。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对于文物的
保护，彭山计划建造一座宝藏博物馆，目
前前期规划工作已经完成，选址初定在
锦江南河交汇处，占地200亩，将出水文
物全部进行陈列。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
他们还计划在遗址周边打造一个遗址公
园，将遗址保护和展示结合起来。

成都商报记者蒋麟
摄影记者 王勤 王红强

二期出土文物
5000多件
明日举行发布会

江口沉银遗址昨日对公众开放
成都商报征集的20名幸运儿“上天入地”体验考古

江口挖宝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
第18101期排列3直选中
奖号码：798；排列5中奖

号码：79839。●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
乐透第18044期开奖结果：前区02
04 06 18 21，后区05 0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 "3D" 第
2018101 期开奖结果：
345。●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8044期
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2、05、07、14、
15、16、23，特别号码：20。备注：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
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
内水考古项目。

发掘运用大量新方法和
新技术——无人机加载
航磁仪、地质雷达、电法
勘探仪、磁法勘探仪……

每天通过筛土机发掘的
文物都有几百件。

二期新发掘面积超过
3000平方米、出水各类文
物5000余件，还发现多件
兵器、疑似船钉等文物。

360度
亮点

空中组

看宝贝看宝贝

张献忠张献忠
大西国册大西国册
封妃嫔的封妃嫔的
金册金册，，西王西王
赏功金币赏功金币、、
银币银币，，大顺大顺
通宝铜币通宝铜币，，
铭刻大西铭刻大西
国国号的国国号的
银锭及戒银锭及戒
指指、、耳环耳环、、
发簪等各发簪等各
类金银首类金银首
饰昨日都饰昨日都
首次向公首次向公
众展示众展示

“你们怎么围堰的？”“这个出水文物怎么发掘的？”“什么文物最珍贵？”
昨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2017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四川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江口沉银遗址）

举行公众开放日活动。通过成都商报、微彭山等平台征集的百人走进江口沉银遗址现场参观水下考古工地
和出水文物时，提问不断，追问得现场解说的考古人员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

最幸运的是由成都商报征集的10名成都市民，他们登上四川路正通用航空公司（以下简称四川路正通
航）的直升机，从空中俯瞰考古现场，下了飞机还直呼：太壮观了！

4月18日上午9点不到，成都市民王晓虎就来到四
川路政通航位于彭山的基地，兴奋地等待直升机起飞。
他自称，想到今天的活动，自己几乎一夜未眠。

之前，为了让更多成都市民实地感受，成都商报联
合眉山市彭山区委宣传部、四川路正通航，征集20名成
都市民“上天入地”现场感受。这20名市民分为地面组和
空中组，地面组10名成都市民将走进江口沉银遗址水下
考古工地参观体验；空中组10名成都市民则将在路正通
航彭山基地乘坐直升机，空中俯瞰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
古工地。征集活动开启后，短短几天，就有数百人报名。

旭日东升，10名空中组的人员陆续抵达，准备登机。
起飞后不到两分钟，飞机就来到考古工地上空，飞行高
度降低，速度也变慢起来，彭祖山翠色欲滴，岷江如蜿蜒
在大地上的一条巨龙，裸露的整个工地一览无遗。

“这是岷江，前面是府河、锦江，这儿是一期发掘现
场，虎钮金印这些文物就是从这片区域发掘出来的，大
家看到的工人们正在发掘的工地，就是我们正在发掘的
二期工地。”听到介绍，王晓虎等市民忍不住拿出手机拍
了起来：好震撼哦。

乘直升机参观
有人激动得一夜未眠

考古人员被问不停
2个多小时回答上百问题地面组

本案承办法官表示，预约
合同是可以转换成本约合同
的。如果在预约合同中载明了
本约合同的主要内容，并且一
方或双方当事人已经实际履
行、当初限制交易不成熟的条
件业已消除，即使双方未按预
约合同签订本约合同，其预约
亦已转化为本约性质，故此可
以认定为本约合同。

本案中，虽然原、被告双方
签订的《二手房屋买卖预约合
同》名为预约合同，但该《二手房
屋买卖预约合同》已经具备了房
屋买卖合同本约的全部要件，该
预约合同应当属于本约的性质。

孙丹 成都商报记者 祝浩杰

预约合同什么情况下
可转换为本约合同？

法
律
解
析

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珍贵
文物——大顺通宝铜币

考古进展

觉得有用，扫码转给朋友吧

2018年4月18日，彭山江口沉银遗址水下考古工地对公众开放，100名幸运观众参观了江口沉银遗址，部分观众乘坐直升机在空中参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