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太清楚”房产为何被拍卖
国庆假期仍可订房

所在
酒店

8月29日，记者联系上被拍房
产中提到的成都钓鱼台酒店。

该酒店公关部相关工作人员
谭玲表示，酒店目前正常运营，“不
清楚酒店有正在被拍卖的场所。”
谭玲向记者确认了宽巷子39号为
酒店的一栋楼，正在使用中，并设
有客房。记者调查发现，该酒店在8
月还出现了连续14天满房的情况。
而通过在线预订平台酒店预订显
示，在法院拍卖截止时间之后，国
庆假期仍可订房。

谭玲告诉记者，拍卖信息显示
拍品所有人为成都娇盈锦联投资

有限公司，正是酒店的业主公司，
“这个酒店就是他们的”。至于为什
么酒店所在的房产会被挂出拍卖，
她表示“酒店这边不太清楚”。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相
关工作人员表示，宽巷子 39 号被
拍卖的房产，属于抵押物品，成
都娇盈锦联投资有限公司抵押
给了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简称“四
川信达”），“四川信达”申请法院
执行。至于酒店还在营业的情
况，该工作人员表示“拍卖和使
用是不冲突的”。

记者调查发现，根据“四川信
达”发布的《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债权资
产处置公告》（以下简称《公告》），

“四川信达”拟对成都娇盈锦联投
资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9 年 5 月 5 日，该债权总额为
21750.77 万元（含债权本金 20000
万元、重组补偿金 90 万元及违约
金1660.77万元）”。《公告》称，该债
权由北京天健君泽资产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北京达振恒雅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杨娜、谢宇及李燕为债
权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位

于成都市青羊区宽巷子39号1栋
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该房产对应
的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宽巷子39号
的土地同样为债权提供了抵押担
保），以成都娇盈锦联投资有限公
司100%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至于该笔债务发生的具体原
因，“四川信达”代理律师李小伟
（音）表示不方便透露。记者数次拨
打成都娇盈锦联投资有限公司法
人代表黄勇智及相关负责人电话，
均无人接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记者
李奕 胡挺 摄影记者 陶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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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
“胸10段以下完全性截瘫”
与院方签一次性补偿协议

1999 年，42 岁的李伟作为单位骨
干，在看了一则医疗广告后，她找到了
当时的成都骨伤医院进行治疗。在时任
院长刘育才的推荐下，她花了4500元做
了胶原酶溶解术，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李伟告诉记者，当年 5 月 19 日 10
时30分左右，医生仅看了她的腰部CT
和报告，没有做其他体检，甚至没有履
行术前签字，她就被带进手术室接受
治疗。11点半左右，她被扶回病房，“就
一直觉得腰部很痛。”到了16时，疼痛
加剧，术后第三天，才被转至华西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在她提供的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当年的出院证明中，记者看到，
在诊断一栏写有：T10段完全性脊髓损
伤性截瘫。虽之后她也去过绵阳市第
三人民医院进行抢救性治疗，但最终
没有效果。至此，她开始了长达20年的
病床生活。

据了解，当年在到各医院治疗都未
果后，成都骨伤医院又把她安排住院。
住了近一年，一直到2000年5月9日，李
伟在《一次性终结补偿协议》上签了字，
她才出院回家。

记者看到，在这份李伟签字的补偿
协议中写道：甲方（成都骨伤医院）采取
各种医疗手段，并组织专家多次会诊，
还向国际国内医学界寻求救治近一年，
但病情无明显改善，致乙方（李伟）“胸
10段以下完全性截瘫”，甲方于2000年
1月向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提出医疗鉴
定，但乙方提出愿意协商解决。甲方同
意一次终结性补偿人民币40万元，作为
今后乙方的医药费、治疗费、护理费等
一切费用。甲方对乙方一次性补偿解决
后，甲乙双方即解除双方责任及一切关
系，甲方今后对乙方不再承担任何责

任，在任何情况下（包括物价涨跌）乙方
及其家属不得以乙方截瘫为由向甲方
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及再负责，也不得
再通过人民法院及其他任何途径提出
经济补偿及要求。李伟告诉记者，她签署
这份协议也是无奈之举，“那时大家都认
为活不了几年，我也只想早点离开。”

20年后：
她状告医院要求继续赔偿
医院：“这是个遗留问题”

今年，李伟一纸诉状告至法院，诉
求医院赔偿20年之后的残疾赔偿金、
护理费、后续治疗费等。

李伟说，虽然40万在当时来说确
实是很大一笔费用，但二十年过去了，
物价涨了，“钱早就用完了。”加上自己
一直瘫痪在床，患上了冠心病、脑梗
塞、糖尿病等多种病症，每月的医疗费
都要花去3000 多元。今年5月7日，李
伟的伤残等级鉴定出来了，鉴定其伤

残等级评定为一级，护理依赖程度评
定为完全护理依赖。

据了解，今年 6 月 29 日开庭审理
时，成都骨伤医院相关负责人并未到
场，但委派律师到场。本月28日，记者
来到位于成都市一环路西三段的成都
骨伤医院，该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是个遗留问题。就当年来说，那个金
额（40 万）是很多的了。他表示，事发
后，医院也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补救
措施，但结果并不理想。最后应病人家
属要求，进行一次性解决，各方还进行
了签字认定。现在医院的态度是，法院
的判决也出来了，尊重法院的判决。

“如果患方上诉，我们就应诉。”

法院判决：
补偿协议合法有效
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李伟代理律师，四川恒和信律师
事务所邱文锋律师认为，2010年7月1

日起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七章等规
定，让医疗事故受害人既可以选择按
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来处理，也可
以选择医疗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责任
法》来维权。虽然双方 2000 年达成了

《一次性终结补偿协议》，但当时并无
可参照的具体规定，在“高位截瘫病人
活不了几年”的错误认知上，凭想象确
定补偿金额，看似你情我愿，但客观上
就不具备科学性和公正性。2004年5月
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三十二条专门规定：“超过
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
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赔偿权
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护
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
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在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的民事
判决书中记者看到，法院认为，关于

《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前提条件是
超出法定的最长赔偿期限后，赋予受
害人通过新的诉讼主张给付护理费、
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属于法
定的权利。而《关于李伟截瘫一次性终
结补偿协议》是双方当事人自行约定，
被告支付原告款项后，双方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终结，不存在最长赔偿期
限的问题，协议中明确约定原告不得
再通过人民法院及其他途径向被告提
出经济补偿，应视为其自愿放弃以后
再向被告主张赔偿的权利。且当时签
订《协议》时，原被告双方系具有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的主体，协议内容是真
实意思表示，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
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背公序良俗，因
此该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具有约束
力。现在，李伟不服一审判决，并着手
上诉至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
将择日开庭审理，记者也将持续追踪
此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摄影记者 孙琳

2018年12月，郑某因使用川
ATR735仿冒客运出租汽车从事营
运，被执法人员查获。成都市交通
运输局依法没收该仿冒出租汽车
予以报废处置，并处以5万元罚款；
随后将郑某伪造证件和车牌等其
他违法行为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由于郑某一直未缴纳5万元罚
款，成都市交通运输局于2019年8

月向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对郑某罚款
5万元，以及因到期不缴纳罚款而
加处的罚款5万元，共计10万元。经
法院裁定，冻结郑某所有银行账户
和房产等资产，同时将其列入“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高消费
名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搞非法营运还不接受处罚
被冻结资产进“老赖名单”
成都市交通运输领域推进“行政强制执行”
已强制报废处置扣押车辆607台

8月28日，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在阿里拍卖上，挂出位于成都青羊区宽巷子39
号的一处房产，建筑面积10725.61㎡，起拍价3.7954亿元。而此房产除临街商铺外，
均为成都钓鱼台酒店使用。记者调查发现，成都钓鱼台酒店正是位于成都宽巷子
38-39号的知名酒店——成都钓鱼台精品酒店，目前正常营业。而拍卖房产中的临街
商铺，也都在正常营业。

根据阿里拍卖平台拍卖信息显示，拍
品所有人为成都娇盈锦联投资有限公司，
拍卖对象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宽巷子 39
号1栋1层1号、-1层1号、2号”；总楼层
数4层，包括1-3层、-1层；为商业用房；
建筑面积 10725.61㎡，评估价 4.2171 亿
元；起拍价3.7954亿元；建筑年代为2010
年。其中，1层临街部分出租使用，分别出
租“无双”“修品阁”“翰林凿巧”“品仟秋”

“本宫的茶”“盛唐牡丹”使用。该房产配套
有 5 部电梯、多处楼梯上下，还配备有中
央空调、烟感喷淋、消火栓、防盗系统、大
型停车场等设施。

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发布的竞买
公告显示，该院将于9月29日10时至9月
30 日 10 时止（延时的除外），在淘宝网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

阿里拍卖资产业务区域总监廖文杰
向记者证实，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 28
日挂出此拍卖信息，“所有拍卖都为法
院自己在后台上传。阿里拍卖仅在技术
上保证上拍、拍卖顺利”。他表示，这样
大标的的房产拍卖，并不算成都最高
的，在成都还拍卖过位于高新区标的 7
亿元的房产。

2020年前治病致高位截瘫年前治病致高位截瘫，，与与医院签终结补偿协议获赔医院签终结补偿协议获赔4040万万
当事人：“这笔补偿款只能涵盖二十年”

起诉医院，能否获赔？
法院：该协议合法有效，驳回诉讼请求；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将上诉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
江露仙律师：

争议在于补偿协议
是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江律师认为，目前争议在于，20年
前医院和李伟签订的补偿协议，是否属
于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是否能够绝对排
除《解释》三十二条的适用。江律师认
为，这需要根据当时签订协议的情况进

行判断，即医院当时是否存在欺诈、胁
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并使李伟在违
背真实意思情况下签订了该协议。如李
伟能够证明，其可以通过诉讼主张撤销
协议或者认定协议无效，从而使《解释》
第三十二条得以适用。但目前李伟20年
后才提出主张认为协议违背其真实意
思，这将很难举证。李伟能否获得赔偿，
取决于二审时双方对协议是否属于双
方真实意思表示进行的举证。

■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
龙华江律师：

约定与司法解释不冲突
所以应该赔偿

龙律师认为，应当赔偿。首先，司
法解释有明确规定。其次，当时协议有
特定的缔约目的和环境，在于定纷止
争，但对于余生的情况并未做详细打
算，不能完全限制受害人最基本的需

求，不符合公序良俗原则。最后，法律并
未禁止性规定不可以赔偿，约定与司法
解释并不冲突，所以应该赔偿。

不过，龙律师表示，个案并不能
代表全部，例如工伤等条件下，目前
国家禁止重残病人一次性受领补偿，
原理在于以前许多人一次性补偿以
后，并无能力管理突来的大额资金，
资金使用完后便再次索赔，造成新的
社会问题。

4层配5部电梯
评估价4.2171亿元

拍卖
信息

如果没有瘫痪在床，李伟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模样。1999年5月19日，李
伟因“医疗事故”造成胸部以下截瘫，鉴定为一级伤残，医院补偿40万元。而
20年后，李伟家境困难，她认为，当年的补偿款只能涵盖二十年之内的费用。
今年，李伟一纸诉状告至法院，诉求医院赔偿20年之后的残疾赔偿金、护理
费、后续治疗费……可因为当年与医院签订的《一次性终结补偿协议》，一审
法院驳回了她的请求。

律师说律师说法法//

宽窄巷子一知名酒店用房
被挂上拍卖平台

起亿亿

用私家车运货或载客等非法
营运行为被行政处罚后，一些被处
罚对象拒不缴纳罚款，是不是就可
以逍遥法外了呢？随着“行政强制
执行”在成都市交通运输领域的不
断推进，“老赖”将无处遁形。成都
市交通运输局每年查处近千件非
法营运案，但由于各种原因，部分
行政相对人不及时履行处罚决定。
为维护行政处罚决定的严肃性，该
局围绕现行的法律法规多次展开
专题研究。

自2018年起，成都市交通运输
局积极对接高新法院，共同探索强
制执行新途径。“高新法院在司法
资源紧张的情况下，依然抽调精干
力量”，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针
对被执行人故意躲避、转移隐匿财
产等行为，执行法官主动作为，通
过多种措施查找被执行人，并对被
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全面控制，全力

保障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到位，让拒
不执行处罚决定的“老赖们”无处
遁形、主动缴款。近一年来，成都市
交通运输局已向高新产业开发区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24件，涉
及金额127万，冻结存款5.2万，房
产数处；另有41个案件正向高新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中，涉及金额300
余万。

在向高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的同时，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对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当事人，依法采
取了拍卖、变卖、报废扣押车辆等
措施。目前，已强制报废处置扣押
车辆607台，其中，仿冒出租汽车
475台、私家车辆132台，所得价款
全部折抵罚款上缴国库。今后，成
都市交通运输局将继续协同高新
法院等职能部门，对不履行行政处
罚决定的当事人依法开展强制执
行，切实解决行政处罚“执行难”。

案例案例11：：
资产冻结买不了房 罚款加罚款交了12万元

2017年11月，张某因使用私家
车辆从事危险货物运输，被成都市
交通运输局查获，处罚款6万元，但
张某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拒不缴
纳罚款。2019年4月，成都市交通运
输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52条规定，就张某不履行
行政处罚决定，向属地成都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经法院裁定，冻结了张某所
有银行账户和资产。

2019年8月，张某发现自己的
银行账户和资产被冻结，无法购买
房屋，不得不缴纳了6万元罚款，以
及因到期不缴纳罚款而加处的6万
元罚款，共计12万元。

案例案例22：：
罚款3万元不交 限制乘飞机高铁 还影响子女

2017年10月，尚某因使用私家
车从事非法营运，被执法人员查
获，处罚款3万元，但尚某一直未缴
纳罚款。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向成都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申
请强制执行，对尚某罚款3万元，以
及因到期不缴纳罚款而加处的罚
款3万元，共计6万元。

经法院裁定，冻结了尚某所有
银行账户和房产等资产，同时将尚某
列入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限制
高消费名单”，限制其乘坐飞机、高
铁、动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不仅自己
不能出国、不能住五星级酒店，子女
就读私立学校、考取公务员、参军、入
党等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案例案例33：：
开“克隆”出租不交罚款 罚款翻倍 冻结资产 限制高消费

保姆照料李伟

拍卖的房产

酒店正常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