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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7 有为普法

●现实困惑

2009年4月，庞某购买

了某房地产公司开发的住宅

楼。然而，住进去没多久庞某

发现，面积36平方米的客厅

地面出现了下沉，四周墙角也

出现了裂缝。而此房经有关

部门鉴定为：主体结构不符合

国家建筑结构规范，墙角的裂

缝宽度超过允许范围。

庞某找开发商交涉，要

求退房，而开发商承认房子

存在质量问题，但开发商只

同意维修，不肯退房。庞某

的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律师说法

庞某可以要求开发商退

房并为他的损失承担赔偿责

任。我国法律规定，主体结

构质量不合格的，购房人有

权退房，给退房人造成损失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庞某

的房屋经有关部门鉴定为主

体结构不符合国家建筑结构

规范，显然属于主体结构质

量不合格，所以，理应为此承

担责任，为庞某退房，并承担

赔偿责任。

●法条链接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

管理条例》

第十六条：房地产开发企

业开发建设的房地产项目，应

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约定。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

其开发建设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的质量承担责任。勘察、设

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当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

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应责任。

第三十二条：商品房交

付使用后，购买人认为主体

结构质量不合格的，可以向

工程质量监督单位申请重新

核验。经核验，确属主体结

构质量不合格的，购买人有

权退房；给购买人造成损失

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 4
新房出现质量问题如何解决？

1 心血管疾病：一不小心要

人命

每年夏天从6月开始，心脑血管

疾病就进入了高发期，并且会一直持

续到8月中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

安门医院医师刘馨雁介绍，统计数字

显示，气温每升高1℃，急诊的心脑血

管疾病患者就会增加17.3%。

2 中暑：死亡率高达60%

夏季高温，中暑不是什么罕见事

儿。但有一种最严重的中暑叫做“热

射病”，死亡率高达60%，是临床表现

最严重、死亡率最高的中暑。

3 面瘫：空调直吹容易面瘫

夏季，人们常待在空调房，很容

易导致一种夏季高发疾病——面

瘫！天气炎热，部分人选择空调或者

风扇直吹，风寒之邪侵犯面部，出现

面部神经炎，即面瘫病症。面瘫患者

常常会导致面部神经麻痹，严重时嘴

歪眼斜。

4 肠炎：不注意很遭罪

这段时间人体消化功能变弱，自

身的抵抗力和对气候适应性下降；同

时，闷热的天气适宜细菌的繁殖，因而

腹泻、肠炎成为“夏季”最常见的消化道

系统疾病。

城管篇——

未做好措施防遗撒
运输车主被罚2万

●案情回顾：2019年8月24日深

夜，城管执法人员通过视频监控发现在里

水镇和顺横欧村路段，有一辆粤E牌照的

车辆在运输建筑垃圾时未采取防止遗撒

的相关措施。执法人员通过联系交警部

门调取现场视频监控，迅速锁定涉事车辆

并查到该车辆所属的运输公司。面对违

法事实，当事人供认不讳。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执法部门分别对涉事车主及车辆所

属运输公司处以罚款2万元和3万元。

●部门说法：建筑垃圾如随意堆放

容易产生安全隐患，运输与处置不当会

产生扬尘污染，甚至污染周围地表水、地

下水及土壤等。根据《佛山市扬尘污染

防治条例》第二十条规定，运输煤炭、垃

圾、砂石、渣土、土方、灰浆等散装、流体

物料的车辆，应当全封闭装载，并保持车

体整洁，防止物料遗撒造成扬尘污染，并

按照规定路线行驶；《城市建筑垃圾管理

规定》第七条规定，处置建筑垃圾的单

位，应当向城市人民政府市容环境卫生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获得城市建筑垃圾

处置核准后，方可处置。南海区城市管

理和综合执法局提醒，广大建筑垃圾的

运输和处置者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顶风

作案。借助“人防”+“技防”的信息化手

段，执法部门必将使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违法者也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相关链接：8月1日~8月3日，南海

区普法办、南海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

法局联合举办“萌犬同行，文明相伴”

佛山市养犬管理条例主题学法大赛，

参与游戏答题有机会获得微信红包等

丰厚奖品，详情可关注“南海普法”、

“南海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梁艳珊

购买的房子面积缩水怎么办？

三伏天要防暑也要防病

●现实困惑

刘女士在某房地产开发公司选中

了一套房屋，签订了购房合同并顺利办

妥银行按揭。半年后，房地产公司通知

刘女士收房。刘女士接房后发现房屋的

面积误差比例达到5%，且主体结构质

量存在严重问题。刘女士要求退房，并

要求房地产公司赔付自己的银行贷款利

息。房地产公司表示愿意退房，但对贷

款利息拒绝承担。刘女士的要求有法律

依据吗？

●律师说法

房地产开发公司应当退还房款并

赔偿刘女士的贷款利息。我国《合同法》

规定出现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

的，非违约方可以解除合同。因此，在房

地产公司未按约定向刘女士提供合乎质

量标准的房屋时，刘女士享有单方解除

合同的权利，此时房地产公司应退还刘

女士所交房款。根据在于当事人一方不

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

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

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本案中刘女

士因房地产公司的违约行为，损失了贷

款利息，并且是由房地产公司违约造成

的，因此房地产公司应承担赔偿责任。

●现实困惑

2007年张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

订购买商品房合同。合同上注明该

房套内面积为92平方米，但没有对

面积不符的情况作出约定。后来，

张某发现房产商为其办理的“房地

产产权证”上记载的套内面积为 84

平方米。张某与地产公司就短缺面

积的赔偿问题未达成一致。那么张

某应该要求房地产公司退款还是赔

偿呢？

●律师说法

张某应当要求房地产公司按误差率

为3%的原价退款及超过3%部分的房价

款双倍返还。我国法律规定，出卖人交付

使用的房屋套内建筑面积与买卖合同约

定面积不符时，合同有约定的按约定办

理，无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按3%的实际价

结算，超过3%的房价款由卖方双倍返

还。所以，张某可以要求开发商92×3%

的部分按原价退款，（92-84）-（92×

3%）的部分按房价的双倍返还。

●现实困惑

2009年 6月王某购得

住房一套，并办理了房屋抵

押贷款。此后，王某按月交

纳贷款，但始终没有见过自

家房子的产权证，王某也认

为产权证作为银行的抵押

证明应该由银行保管。然

而，有一次王某偶然听同事

说虽然房子办理了抵押登

记，但产权证应该由自己保

管。王某心里直打鼓，不知

如何办理才好。那么，王某

的产权证到底应该由哪一

方保管呢？

●律师说法

虽然王某办理了房屋

抵押登记，但产权证应由王

某保管。已依法取得房屋所

有权证书的房地产抵押的，登

记机关应当在原《房屋所有权

证》上作他项权利记载后，由

抵押人收执。也就是说银行

应当在房屋所有权证上载明

权利种类为“抵押”，等购房人

还完全款后再为他办理抵押

注销手续。但房屋的产权证

应当由购房人保管。

案例 3
抵押贷款买房，产权证应押在银行吗？

因房地产公司违约而损失贷款利息，可要求赔偿吗？

案例 1

案例 2 购买的房子面积缩水怎么办？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 李阳 南海普法

南海城市管家

一年中最热时候已到来。常言

道，“冷在三九，热在中伏。”三伏天

不止是养生的好时节，更是一个需

要避病的日子。三伏天健康养生应

该从哪些方面注意呢？

伏天湿热较重，容易

导致脾虚，要注意健脾护

脾。

饮食应以清淡为主，

绿豆有健脾的功效，可以适

当喝些绿豆粥祛湿健脾。

中医认为，绿豆煮汤能够消

暑益气、清热解毒，对于轻

度中暑，头昏头痛、胸闷气

短、无汗烦热症状能够起到

治疗效果。此外还应该适

当多吃蔬果，特别是维生素

含量高的蔬果，如西红柿、

西瓜、黄瓜等。

伏天气温高，人体容

易脱水，大量补水是防止

中暑的最佳方法，也可以

喝一点绿茶或者淡盐水。

伏天气温高，人体新

陈代谢会加快，身体大量

出汗，对能量的需求增

多。饺子等面食含糖类、

B族维生素、多种矿物质，

可为人体提供充足的热

量。暑热让人们食欲不

振，面食相对好消化吸

收。吃碗热汤面，身上发

汗，可以去除体内的潮气

和暑气。

注意：面汤，普遍含盐

较高，要少喝；

捞面，有人爱把面条

放到冷水中冲两次，这样

做会让部分B族维生素和

钾元素溶到水中，营养流

失；

炒面，通常用油多，不

建议常吃；

焖面，营养损失较小，

营养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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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羊肉：逼走体内寒气

把羊肉这种常见的冬令补品放在

三伏天来吃，其实是很有“讲究”的。

现在人们贪凉，冷饮一杯接一

杯，空调一吹一整天。这时疾病也来

了，这个时候适当吃点暖性的羊肉，

有利于发散滞留在体内的寒气，疏通

筋脉。

2 鸡肉：补充恢复体力

人在三伏天时，体力消耗增大，

适当吃些鸡肉等高蛋白的食物，有

助补充体力，挺过这段难熬的日

子。鸡肉中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非

常适宜人体消化，很容易被人体吸

收利用，帮助恢复体力！

3 猪蹄：丰富的维生素

三伏天出汗多，人体中各种维

生素损失也多，这时候吃点猪蹄，可

以很好地补充维生素，提高身体免

疫力。

三
伏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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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吃苦瓜：祛痱子

苦瓜的“苦”，才是营养的关键和精髓！

中医认为，苦瓜味苦，有清热解暑、清心除

烦、健脾开胃、益气解乏、益肾利尿的作用。

如果发现自己身上长痱子，可在餐桌上加入

苦瓜。

2 吃丝瓜：平痰喘

丝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植物

黏液、木糖胶等物质，全身都可入药。丝瓜

性寒，具有消暑利肠、祛风化痰、凉血解毒的

功效。如果出现痰喘咳嗽、热病烦渴等也不

妨试试吃点丝瓜来缓解。

3 吃冬瓜：增食欲

冬瓜，听名字就知道非常适合炎热的三

伏天食用。冬瓜能清热化痰，除烦止渴，降

火解毒、利尿消肿。而且冬瓜含水量较多，

还可以起到增进食欲的作用。由于不含脂

肪且含糖量较低，对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

高血压等人群来说是个不错的选择。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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