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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40年内都无法住？

123万买套
40年产权法拍房，

2019年8月21日
星期三

“买卖不破租赁”
是保护善意租客

“四川安企汇利”不良资产处置团队负责人
李国均认为，从本案介绍的情况来看，刘正坤
通过人民法院的司法处置程序，合法取得房屋
所有权，应当予以保护，刘正坤发现其房屋被案
外人占用使用，可以要求案外人搬离，拒不搬离
的，刘正坤应当通过排除妨碍的法律程序，申请
法院强制执行搬离。

本案中李浩宇依据租赁协议占用房屋，其
20年的租赁权并未得到法院的认可，在法院依
法处置涉案房屋时，李浩宇若认为自己的租赁
权受到侵害，应当向处置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以执行异议和执行异议之诉的方式来维护自
己的租赁权利。“买卖不破租赁”，在《物权法》
中是为了保护善意租客，在房屋产权变动过程
中，不因产权的变动而影响已经生效的租赁合
同。该条款的规定，仅是保护善意租客。如被
执行人为了干扰法院的执行，恶意设置执行障
碍，擅自在房屋查封后，或者在房屋已经设置
了抵押权的基础上，与案外人签订虚假的租赁
协议，以达到对抗法院执行的目的，这种租赁
关系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四川美地律师事务所周茂梅律师认为，司
法实践中，被执行人往往通过将租赁协议签订
时间提前、虚假交付房屋、虚构债权债务关系等
方法，恶意干扰人民法院执行，这种违法行为，
可以通过对合同签订文本、笔迹的形成时间进
行鉴定、走访核实房屋交付时间，以及核实房屋
实际使用人等方法予以查实。本案中，租赁协议
出现在被执行人即将或已经被诉讼或被强制执
行期间，该种租赁行为明显与正常的租赁习惯
不符，存在诸多疑点，刘正坤应当自己或委托专
业的法律人员进行取证，通过诉讼程序排除房
屋使用障碍，以维护自身的权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张哥遭了，或许是因为一份薯条的吸
油纸……

17 日下午，成都市民张先生在某商场 7
楼we house餐厅就餐时，薯条表面出现白色
绒毛，究其原因，竟是薯条下垫的吸油纸。

现场，商家无法提供吸油纸的来源、许可
证、合格证等信息，且未做正面回应。张先生
就此事向当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下一
步，监管部门将到现场核查。

顾客/ 当时以为是薯条的“佐料”

昨日上午 11 时，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跟随张先生来到位于成都高新区银泰中心
7楼的we house餐厅。现场，记者从张先生提
供的当天点单小票上看到：8月17日17时35
分，他在该店609号桌点了一个拼盘套餐和一
份牛肉沙拉。而出现问题的薯条，就在那个拼
盘套餐里。

据张先生介绍，薯条端上来的时候，他就
看到有类似白色绒毛的物体黏在薯条上，“不
过，我当时以为是撒在薯条上的佐料，就没有
多想。”就在他快把一份薯条吃完时，发现垫
薯条用的吸油纸边缘也在飘着类似的白色绒
毛。于是他拿起吸油纸用手触摸了一下，手上
就沾了几根白色绒毛，再用力一搓，“绒毛掉
得更厉害了。”

“为何在薯条上会有白色绒毛？”张先生立
即找到了当时店里自称姓阳的女主管。张先生
告诉记者，当时对方表示，她也不清楚这个问
题。当张先生提出要看该吸油纸的包装、生产厂
家及合格证时，他在现场等了一个多小时，商家
都未能提供。张先生说：“当天该主管只是从后
厨拿了一个牛皮纸的包装，说吸油纸就是用这
个牛皮纸装的。”张先生现场向记者展示了该牛
皮纸，上面无任何产品标识和字样。

张先生告诉记者，当天晚上回去之后，18
日凌晨3-4点，他出现了腹泻等情况。据他表
述，“腹泻十多次，整个人都疲了。”从腹泻到

现在已经几天了，虽然腹泻比第一天好了些，
张先生依旧感觉身体不适，昨天下午到医院
去做了检查。他提供给记者的一份就诊记录
显示，检查结果为急性肠胃炎。

质疑/ 2016年的检验报告还有效？

现场未能出示吸油纸的相关资质，就在
张先生离开现场后，商家又通过微信给他发
来了两份报告，一份是关于“桂林奇峰纸业有
限公司”的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许可证
显示有效期至2020年1月25日。而另一份，是
由桂林市产品质量检验所出具的关于“桂林
奇峰纸业有限公司”食品包装用半透明纸的
检验报告。报告中显示，检验样品的生产日期
和收样日期均为2016年11月21日，检验日期
是从 2016 年 11 月 25 日至 29 日。记者从检验
报告上看到，各项检验指标均显示“合格”。

而记者拨打检验报告上的电话，桂林市
产品质量检验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对于检
验所来说，是送样来，我们就检验。而检验报
告一般情况下有效期是一年。”那这份2016年
的报告，如果确为张先生当天薯条中使用的
吸油纸厂家所提供，那这份报告是否权威、有
效呢？对此，记者向we house店核实，但店方
并未做回应。

张先生还透露，事发当天该店老板还试
图通过私下赔偿解决，但张先生不同意。他表
示，“不是说钱的事情，如果身体真的因此出
现问题，该赔偿就要赔偿。更重要的是，要看
店方对于此事的处理态度，以及有没有制定
相应的整改措施，如果不重视，那其他消费者
再遇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张先生说，希望
店家和主管部门能给消费者一个说法。

进展/ 监管部门将进行调查取证

昨天上午，记者也陪同张先生来到属地桂
溪街道办事处。桂溪街道办事处市场监管负责
人孙虎告诉记者：消费者也曾来到现场反映：在

银泰中心某餐饮店内用餐后，出现腹痛、腹泻的
情况，怀疑是其食品用包材出现问题。

孙虎介绍，他们随即便派出两名具有丰
富食品调查经验的监督人员，对消费者口述
的内容进行了有效的甄别。且部门已在进行
合议，进行了前期工作的准备，包括：查询了

“食品接触用纸”相关国标等。孙虎说，他们也
排查了该（餐厅）的主体是否合法，是否具有
食品经营从业的资格。

在该店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上，该店
经营者名称为高新区朴桐餐饮店。主体业态
为餐饮服务经营者，经营项目为热食类食品制
售、自制饮品制售，有效期至2022年9月24日。
因此，就目前来看，该店的经营主体是合法的。

孙虎介绍，他们将针对消费者所反映的
问题，进行进一步查证。若查证后发现确有此
类情况，他们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予以处罚。“至于是否有问题，还需等调
查之后才能认定。”下一步，他们将通过调取
监控、现场印证等手段，进行调查取证。

原房主：对方明知有人租赁仍坚持购买，应该自行承担责任
律师：本案中的租赁行为明显与正常租赁习惯不符，存诸多疑点

05

去年12月30日，成都市民刘正坤在淘宝网上花了123万拍下了一套法拍房，这套房子面积
256平方米，产权40年，但房子已被原房屋所有人李娟出租了40年，也就是说，如果按照“买卖不
破租赁”的原则，在40年产权期内，买房人刘正坤都无法行使该房的使用权。

李娟认为，刘正坤明知有人租赁而购买，应该自行承担责任；而刘正坤认为，李娟的租赁合同
是虚假的，利用“买卖不破租赁”法律原则逃避法律惩罚。

8月14日，刘正坤诉李娟、李浩宇、刘畅排除妨碍纠纷一案在武侯区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

房子是业主在使用
根本没有对外出租

拍卖公告显示，这套房子位于武侯
区科华中路2号，建筑面积为256平方
米，拍卖时间为去年12月13日。在法庭
上，刘正坤陈述说，他留意到成都高新
法院拍卖这套房子，他联系了法院进行
咨询，该院工作人员跟他说，有案外的
人对房屋主张租赁权。“法官跟我说，这
个我们只是告知，你要自己去核实判
断。”刘正坤认为这是法官“对租赁不认
可”的一个暗示。

去年12月29日，他到房屋所在的物
业中心进行核实，物管工作人员很警
惕，先给原来的业主李娟打了电话，征
得李娟同意，物业给他提供了两个电
话，这两个电话后面被证实一个是李娟
的，一个是李浩宇的。“李娟的电话没有
打通，李浩宇在电话中跟我说，不要买
这个房子，已经租赁了四五十年，除了
他在租之外，后面还有人租。”刘正坤
说，去年12月30日一早，他再次跑到物
业中心，当时物业中心的人跟他确认，
这套房子就是业主李娟在使用，根本没
有对外出租。

租赁合同复印件显示，李娟由于
拖欠李浩宇电线货款250万，无力支
付，以科华中路这套房子的租赁使用
权作为抵偿，自2013年11月1日至2033
年10月31日止，20年使用权租赁价共
计246.7万，签订日期为2013年10月26
日。李娟与刘畅签订的租赁合同显示，
李娟拖欠刘畅管材货款275万，以科华
中路这套房子的20年使用权作为抵
偿，从2033年至2053年止，年租金价为
13.824万，总价276万，合同签订日期为
2013年7月6日。

拍卖前原告已知
房屋有租赁瑕疵

8月16日，记者在一个奶茶店见到了被告李娟
和李浩宇，他们回应了庭审中的一些疑问。李娟
说，2008年她在成都市武侯区桂溪房地产开发公
司担任上锦医院工地的项目经理，负责水电安装，
由于公司拖欠货款和工人工资，导致她无法跟材
料供应商李浩宇、刘畅结清货款。“我确实没有钱，
只好跟两人商量，用房屋使用权来抵偿。”李娟说，
她先与刘畅商量好，将房子后面20年租给他，再将
前20年租给李浩宇，因此刘畅的合同要早于李浩
宇签订。“签合同时，刘畅虽然60岁了，但是他经济
实力比李浩宇好，他确定自己可以活到120岁。”

李浩宇说，李娟拖欠他500多万货款，用了两
套房子的使用权作为抵偿，其他货款用现金偿
还，现在已经全部结清。拿到房子使用权后，他又
拜托李娟将房子出租给第三方使用，直到2018年
4月，他将房子收回，不过记者留意到，他与房子
所属的物业管理协议时间为2018年11月。

李娟说，2016年1月，因为前夫与某公司有
借贷纠纷，被人起诉至高新区法院。然而，由于
缺席审判，2017年4月14日，到了判决执行阶段，
她才知道自己被列入了失信人黑名单，自己名
下的5套房产被冻结。2018年12月29日，科华中
路这套房子被拍卖前，刘正坤电话向李浩宇核
实是否有人租赁房屋，也是唯一一次核实。“我
已经跟他说过，有人在租，可是他还是要买这套
房子，参与竞拍的只有他一人。”李浩宇说，刘正
坤拍卖前，已经知晓房屋有租赁瑕疵，应该自行
承担后果。

公告是否等于确认？
债权债务关系是否成立？

记者发现，原被告庭审争议焦点有二：
第一，高新法院拍卖公告称，有案外人主张
租赁权，以及刘正坤在《拍卖成交确认书》的
签字，是否意味着高新法院对李娟和李浩
宇、刘畅租赁合同的认可？李娟提供的《拍卖
标的调查情况表》中载明：有案外人主张租
赁权，租赁情况请买受人自行核实。“刘正坤
在2019年1月18日拍卖成交确认书上签过字，
证明刘正坤对标的物存在租赁权瑕疵及风险
是明知，是接受的。”

李娟和李浩宇的代理律师说，这套房子
估价为219万，正因为存在租赁权瑕疵，价值
贬损，才以123万元的低廉价格成交。“买受人
明知拍品存在瑕疵，中拍后又要求恢复权利
原状，是一种无视拍卖规则，违背诚实守信的
表现。”刘正坤则抗辩说，高新法院的拍卖公
告是一种格式公告，“如果高新法院认可这份
租赁合同，它就会在公告中对租期、租金以及
租金缴纳方式进行公示，可是高新法院并没
有展示，说明是对租赁合同的否定。”

第二，李娟与李浩宇、刘畅的债权债务关系
是否成立？在答辩环节，李浩宇自称经营电缆，
然而对经营项目一问三不知。被告没有提供双
方有交易的第三方证据，如银行流水、交税证
据。刘正坤认为，李娟与李浩宇、刘畅的债权债
务关系是否成立，是两份租赁合同是否成立的
关键。“如果租赁合同是真实的，那我认，如果不
是真实，就是以合法的形式逃避法律惩罚。”

薯条中吃出“白色绒毛”他一晚上跑了10多趟厕所
垫薯条的吸油纸不合格？监管部门：将到现场进行调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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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25期开奖结
果：391，直选：3903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
选6：13649注，每注奖金173元。（15477534.9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25期开奖结
果：39166，一等奖25注，每注奖金10万元。
（306184753.1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97期开奖结
果：6165445，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
二等奖11注，每注奖金27312元；三等奖123
注，每注奖金1800元。（32393104.06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
10月21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球第
2019097期开奖结果：18 03 25 05 31
24+09。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225期开
奖结果：601。(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 律师说法 /

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
应当适用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在食品安全法上，对于接触食品的
包装是否有相关要求？对此，四川恒和
信律师事务所邱文锋律师表示：根据

《食品安全法》规定，用于食品的包装材
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食品生
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的生产经营，应当
适用食品安全法的规定。

若餐饮商家无法提供包装材料的
生产许可证，违反《食品安全法》第四十
一条：对直接接触食品的包装材料等具
有较高风险的食品相关产品，应按照国
家有关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规
定实施生产许可。

违反本法规定，消费者因此受到损
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损失，也
可以向生产者要求赔偿损失。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江露仙律师认
为：若真如消费者张先生所说，餐饮店
无法提供食品包材包装（许可证、生产
厂家）等，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五十条，
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
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对
无法提供合格证明的食品原料，应当按
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
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原
料、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

根据《食品安全法》有关规定，生产
经营者可能面临最低5000元起的行政
罚款处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摄影报道

李娟

租赁期长达20年的合同

市民张先生带着证据来到街道办

张先生
在吸油纸上
搓出的白色
绒毛

被告 争议

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