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许媛 编辑 肖子琦 美编 陈亦乐 校对 田仲蓉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06
2019年10月9日
星期三

曾先生：
首付款是父亲借给我的

对于法院的判决，曾先生表示
不服。“我和父亲签订了出资协议，
首付款我不享有处置权，这是父亲
借给我的钱。”曾先生解释，在协议
中，父母住房未解决的意思是，父母
目前居住单位的房子只有使用权没
有产权，不给予处置权表示这是一
笔债务，非赠与。“他房子还没有解
决，经济困难，怎么会把钱赠与我？”

曾先生认为，13.6万首付款已
经约定为出借款，应由他与汪女士
同承担债务。每人一半就是6.8万，
加上利息，汪女士应该承担9万元。
所以他给汪女士的房款补偿应为
20.7万，而不是法院判决的29.7万。

曾父：
准备另案起诉，要回首付装修款

记者留意到，该协议的签订日
期为2013年4月2日，房子装修日期
为2014年的7月。

为何刚买房子就把装修费也考
虑进去？且该协议只有曾父和曾先
生的签字，无汪女士的签字？曾先生
解释说，买房时汪女士怀孕7个月，
她以“若要签字则孩子自己带为由”
拒绝签字。

曾父向记者表示，他一共借给
儿子两笔钱，一笔是首付13.6万元，
一笔是装修费，两笔共计21万，这两
笔钱皆是在一年之内他向亲戚朋友
借的，都打了借条，不过在2017年6
月，所有借债已经还清。曾父说，他
准备另案起诉，向儿子和汪女士主
张返还首付款和装修款。

汪女士：
从没见过该协议 怀疑父子串谋

6日，汪女士告诉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购房首付款由曾先生
父母出资，在自己与曾先生结婚之
前已经说好，“因为我家只收了几
千元彩礼，他们办的酒席，礼金也
全部交给了他们家。”

汪女士称，那份《出资协议》她
在庭审时第一次见，“应该是我提起
离婚后他们父子俩补签的。”

在庭审前，汪女士曾经提出一
个方案，如果法院认定首付款为夫
妻共同债务，为了抚养孩子，房子归
她，她愿意在支付一半房款之外再
补偿5万给男方，但男方没有接受。

据了解，按照民事案件的15天
上诉期计算，10月8日为最后的上
诉期。昨日，曾先生已提起上诉。对
此，汪女士说，“我相信法院判决是
公正的。”

59岁的叶先生5月初突然出现
咳嗽咳痰的症状，之后自己买了点
儿药吃吃停停，咳嗽咳痰也时好时
坏。让叶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前
不久的一次爬楼梯途中，他突然出
现了剧烈喘气、无法呼吸的症状，被
家人紧急送往医院，检查发现叶先
生出现了明显的低氧血症的症状，
被诊断为呼吸衰竭。

为什么一个小小的咳嗽咳
痰，会突然急转直下导致呼吸
衰竭呢？

成都中医哮喘病医院呼吸科李
勇主任表示，引起呼吸衰竭的原因
大致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是气道
阻塞性病变如气管的狭窄、炎症、肿
瘤、痉挛，常见的有慢性支气管炎、
重症哮喘。第二大类是肺部病变，如
慢阻肺、肺炎、肺气肿、肺大泡、肺纤
维化、尘肺、矽肺等。第三类是肺血
管病变，如肺栓塞、肺血管炎。第四
类是胸廓病变，如外伤导致气胸，液
气胸或者胸廓畸形。第五类是神经
和肌肉的病变，如脑血管病、脑梗、
脑肿瘤、颅内感染等影响到呼吸循
环中枢。除了第五类，前面四类早期
的症状都只是表现为咳嗽咳痰或者
活动后的胸闷气喘，因此反复的咳
嗽咳痰憋喘不是小事，应该重视这
些症状背后所隐藏的疾病。

在临床上，长期反复咳嗽、咳
痰、喘息、胸闷是哮喘、慢阻肺、肺气
肿等常见呼吸病的主要症状。而以
哮喘、慢阻肺、肺间质纤维化为代表

的慢性呼吸病居中国人口十大死因
第4位。因此，重视咳喘憋，重视相关
检查，对于疾病的准确诊断和及时
治疗尤其重要。

长期咳痰喘，呼吸系统普
查关爱您的呼吸健康

呼吸科医生建议，有长期咳痰
喘或者已确诊有哮喘、慢阻肺、肺气
肿的群体，一定要定期进行相关检
查，比如肺功能检查，不仅能早期检
出肺、气道病变如慢性支气管炎、肺
气肿、哮喘、间质性肺病，鉴别咳痰
喘的原因，检测数值还能评估疾病
的病情严重程度及预后，评定药物
或其他治疗方法的疗效，是呼吸病
诊断和治疗的必要检查。胸部DR
可以对肺肿瘤、肺结核等进行早期
筛查。一氧化氮呼出气测定可预判
ICS治疗哮喘、慢性咳嗽、慢阻肺的
反应性，评估治疗效果，提高用药准
确性。

为响应国务院《中国防治慢性
病中长期规划》中关注呼吸病早诊
早治“像测量血压一样测量肺功
能”的号召，成都中医哮喘病医院携
手四川省中医药信息学会慢病专委
会发起“易呼益吸·关注呼吸健康”
大型普查活动。

咳、痰、喘是小事？当心引发呼吸衰竭！
“易呼益吸·关注呼吸健康”大型普查活动帮你揪病根！

血常规、心电图、肺功能检查（五项）、超敏C、胸部DR、
一氧化氮呼出气测定，共计6项，总价值552.9元，惠民普查价
199元。需提前通过本报电话028-69982575预约。

1、有长期反复咳嗽、咳痰、胸闷、喘息等症状的人群；
2、有哮喘、慢阻肺、肺气肿、肺间质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等人群；

普查
对象

普查
项目

在法庭上，曾先生提交了夫妻双方几张微
信聊天记录和三张合照佐证“夫妻感情好”；以
及一份与曾父签订《购房首付、装修费出资协议
书》以佐证13.6万元首付系父亲借给他的钱，而
不是赠与。

9月16日，双流区人民法院判决，双方婚后经
济独立，家庭开支实施AA制，双方关心交流较
少，汪女士认为曾先生对家庭隐瞒举债事实，造
成夫妻感情完全破裂，准许双方离婚，女方在某
航空公司工作，收入稳定，女儿归女方。

对于房产，双方一致认同13.6万由曾父出资
支付，认可目前房屋价值94万。法院认为，曾先生
未有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曾父在支付首付明确
表明该款是对曾先生的单方面赠与，亦未证明该
出资款为夫妻双方的债务，因此认定首付为对夫
妻双方的赠与。但基于这种赠与以婚姻存续为前
提，故判决房屋归曾先生所有，曾先生补偿一半
房款即47万给汪女士。往后房贷全部由曾先生支
付，如此计算，则曾先生补偿29.7万给汪女士。

13.6万首付款
法院判是“赠与”

家长给首付为孩子买房家长给首付为孩子买房，，小两口却离婚了小两口却离婚了

2012年8月，经人介绍，德阳的曾先生
与汪女士相识，两个月后，两人闪婚，婚后育
有一女。2013年4月，由曾先生父母出首付
13.6万元，曾汪夫妻在双流按揭购买了一
套二室二厅的房子，房子总价43.6万元。

今年7月25日，汪女士以双方感情破
裂为由，第二次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要
女儿抚养权和依法分割财产。9月16日，
双流区人民法院做出判决，房子一人一
半，曾父母出资的13.6万属于对曾先生与
汪女士的赠与。曾先生和曾父表示不服。

“买房之前我们已经签订出资协议，
首付是我借给儿子，所以要求他们返
还。”10月6日，曾父表示，他要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儿子和汪女士返还首付和
装修款。

但这份协议的真实性却受到女方的
质疑。汪女士称，那份《出资协议》她在庭
审时第一次见，“应该是我提起离婚后他
们父子俩补签的。”

出资家长欲另案起诉，讨回首付和装修款

曾先生今年34岁，与汪女士是校友，
均毕业于四川一所大学。2012年8月，经人
介绍，曾先生与小一岁的汪女士相识。他
称两个月后，两人闪婚，此后一直居住在
亲戚家，于是汪女士提议买房。

曾先生称，2013年4月，曾父出13.6万
交了首付，两人在双流区按揭购买了一套
二室二厅的房子，房子总价款43.6万，按
揭每个月2300元，夫妻俩一人承担一半。

2013年7月女儿出生，曾先生认为，
婚后夫妻俩感情一直不错，然而2014年
国庆前，因为要不要出去旅游，他们发生
了激烈争执。

“我说旅游要花很多钱，本来家庭开
支就比较紧张，还不如把钱留着用。”曾先
生说，争执之后妻子离家出走。

两个月后，汪女士以双方婚前缺乏了
解，生活方式差异大、感情薄弱向法院提
请离婚，但法院未予以支持。

今年7月，汪女士从曾父口中得知，曾先生竟
负债30万，汪女士再次提出离婚。

“在父母的帮助下，到今年7月16日，我已经把
钱全部还清了。”曾先生说，大学毕业后工资一直
不涨，他心里很着急，迫切想学一门手艺提高收
入，为此，他花了6800元报名厨师短期培训班。

但他基本功不过关，学一个月等于白学，他
继续交费延期学习，每天脱产开车去上课，前后7
个月培训，包括家庭开支，他刷爆三张信用卡，累
计欠费9.2万元。

曾先生后又改去保险公司，月收入2000多
元，只待了1个月，又把车卖掉，然后“以租代买”
按揭一款网约车，总计花了11万多元。而此时，信
用卡无法透支。

2017年5月，他开始靠网贷生活，雪球越滚越
大，汪女士提出离婚之前，3年他已负债30万。

曾先生认为，不断换工作欠下的30万，将他
推入离婚的境地。如今，他称自己跑滴滴月收入
有7000元，可是妻子却离开了他。

男方家长首付13.6万
月供小两口一人一半

房子

客人订房：
房费包含的双早
到店入住却被取消

中秋小长假，成都市民林小
姐通过飞猪 APP 帮父母、叔叔阿
姨一行订了如家商旅（金标）酒
店-重庆解放碑洪崖洞步行街店
两间含双早的房，可 4 位老人家
一到店，存在于订单确认函上的

“双早”却没了。
在林小姐提供给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的订单页面上，关
于房型的描述明确为“商旅高级
商务房-钻石会员价信用住含双
早|大床|含双早”。而订单上的入
住人信息，分别为林小姐的父亲
林先生、其叔叔郭先生。林小姐告
诉记者：“我在提交订单的时候就
填好了入住人信息”。

“我爸在酒店前台说不含早
之后，我给飞猪打了电话”，林小
姐告诉记者，“飞猪解释，我是飞
猪F3会员，对应享受如家钻石会
员的优惠。钻石会员订房含双早，
但享受双早的前提是本人入住。”

记者从“首旅如家集团会员
卡钻石卡”权益详情页面中了解
到，飞猪F3会员相当于其钻石卡
会员，“免费早餐”的权益“适用于
会员本人入住”。“钻石卡会员才
能享受双早可以理解，但我认为
订单页面写的什么，我就应该享
受什么服务。”林小姐说。

“我提交的入住人不是我本
人的信息，发给我的确认订单上
依然写着含双早，也没有提示非
得本人入住才能享受双早。”林小

姐说，飞猪客服还告诉她，“很多
旅客跟他们反映过这个情况。”

飞猪客服：
订单只是说明订房成功
不是会员不能享受服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通
过飞猪官网提供的“飞猪消费者热
线”联系上了飞猪客服。自称工号

“天佑涵”的客服说，林小姐本人是
F3会员，“才会显示那个价格含早
餐，需要本人下单本人入住才会享
受钻石会员价双早服务。”

为什么提交了非本人入住的
信息后，确认订单页面依然显示

“含双早”？客服表示，在填写入住
人信息时，有提示只有会员本人
才能享受的信息，并且会员卡权
益页面也是有展示的，“确认订单
是确认有房的订单，就是说您这
个订单已经成功，可以正常入住。
到店之后也会有如家的工作人员
核实您是否有会员卡。”

既然不能享受含早服务，为
什么飞猪发来的确认订单上显示

“含双早”？客服表示，确认订单只
是“确认有房”，“不是会员的话，
正常情况不能享受（双早）服务”。

至于用户在下订单时就已经
提前告知入住人并非会员本人，
为什么确认订单上仍无提示？该
客服表示，该问题只能24小时后
回电。在记者一再要求“1个小时
回电”下，该客服表示会做加急处
理。但截至记者发稿时，依然没有
飞猪的工作人员与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联系。

反复换工作想提高收入
男方3年欠下30万

负债

法院判房子一人一半
男方补偿29.7万给女方

离婚

男方：13.6万是父亲借给我的
女方：婚前就说好他父母给首付

围绕出资协议的争议

曾先生向记者提供了
一份与父亲签订的《购房
首付、装修费出资协议
书》。协议载明，“按照你多
次提出的购房要求，参考
《婚姻法》相关规定，经你
父母慎重考虑，愿为你出
资，考虑到你父亲住房尚
未彻底解决，故对二笔出
资暂时不给予你处置权。”

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邢连超律
师解析说，按照《婚姻法》的司法解
释，婚姻存续期间，房产是夫妻双方
共同署名，一方父母出资，视为对夫
妻双方的赠与，《出资协议》不会对
房子产权构成直接的影响，房子属
于夫妻双方，不属于父母。“协议没
有女方的签字，如果女方否认，不能
作为有效的证据直接对女方使用。
何况，不排除协议是事后补的。”邢
连超说，即便协议是真实的，若认定
为父母的垫资或者赠与，父母要求
返还，这是另外一层法律关系，在离
婚案件法院可以不做裁决，由父母
另案主张，曾先生无权要求返还。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
所方毅律认为，本案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是对男方父亲关于购房首付款出
资协议的认定。如果对协议的真实性
有异议，可以提起司法鉴定。在协议
真实的前提下，协议明确写到男方父
亲并未给予男方处置权，也就是说，
男方并未取得该出资的所有权，从文
义上看，认定为借款更合理。从《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九条
规定来看，人民法院对赠与事实认定
高于一般事实，需达到“具有高度可
能性的”的证明标准。本案中协议明
确表示男方父母尚未购房，在此情况
下，很难据此认定男方父母对男方婚
后购房的出资为赠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出资协议不对房子产权构成直接影响律师

飞猪上预订两间含双早的房
到店后，双早没了

平台客服：订单只是说明订房成功，非会员无法享受双早

手机APP 选酒店、看房
型，下单付款、收到订单确认，
到店递上身份证入住，已经成
为很多人出门订酒店的常规操
作。可成都市民林小姐通过飞
猪APP订房，却遇上了到店入
住的服务和确认订单上约定不
一样的烦心事。

“我帮父母以及和父母一
同出行的叔叔阿姨订的酒店，
就想着老人家出门早餐一定要
吃好，才定的含双早的房，没想
到酒店的双早服务享受不了，
老人家只能一大早出门找吃
的。”林小姐说。

林小姐用她的飞猪账号为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订了同样酒店
同样房型的酒店。在预订页面一开
始，在预订房间、时间下面，确有醒
目提示，“钻石卡，享 82 折。本人入
住可享2份早餐”。林小姐完成预订
后，记者立即收到“【飞猪提醒】酒店
确认成功”的短信提示。记者注意
到，不论是短信提示还是APP订单
页面，都没有关于早餐需要钻石卡
会员本人才能享受的信息提示。

飞猪的确认订单、短信到底有
没有法律效力？多名律师向记者表
示，酒店的确认订单相当于合同，是
具有法律效力的。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江露仙
表示，飞猪 APP 上显示的订单，或
者是发给消费者的确认短信相当于
正式的服务合同，不管是持会员卡
入住，还是订单入住本人入住，都应
该按订单约定执行。

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
超认为，会员卡能不能让别人使用
原则上按照约定的规则执行，“但是
订单一经确认，即使和会员规则不
符，就应该按照确认单进行，按照有
利于消费者的行为来进行解释”。他
说，确认单是合同的一部分，即使和
以前的不一样，也应该按照确认单
来，“确认单写了实际入住人的名
字、金额等信息，是固化的，形成了
合同了，企业应该遵守。”

订单一经确认
企业就应遵守

律师说法

汪女士与曾先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首席
记者 李奕 严丹 图据林小姐

林小姐用她的飞猪账号为记者
订了同样酒店同样房型的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