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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想买房新年想买房，，这些法律知识学起来

■现实困惑

白某于2009年8月购得一

处商品房，并在支付了首付款

后顺利办妥银行按揭贷款。此

后，由于工作调动，白某需去别

的城市工作。白某想退掉已购

的房子，但白某不知如何处理

已交纳了首付款和部分按揭的

房子。那么白某能否要求退掉

房子呢？

■律师说法

白某无法要求退掉房子，

只能与开发商及银行协商解

决。我国《合同法》规定依法成

立的合同，当事人应当按照约

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

变更或解除。白某与开发商签

订了房屋买卖合同，又与银行

签订了按揭贷款合同，就应当

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否

则将承担违约责任。所以，白

某如想与开发商解除买卖合

同，只能与开发商及银行友好

协商，支付一定的补偿金或违

约金，或者看开发商有无违约

行为。

支付了首付及部分按揭的房子
能退掉吗？

■现实困惑

外地来京工作的柳某委托

一家房屋中介公司为他联系买

房。双方签订合同，约定中介

公司向柳某提供购房信息，柳

某向中介公司支付购房款的

1%作为中介费。如果基于不可

抗拒因素导致买卖不成，柳某

也要向房屋中介支付佣金。后

来中介公司为柳某找到一处房

屋，柳某与房主很快签订买卖

合同，但双方办理过户时，却被

告知银行不准转按揭，双方无

奈撤销了买卖合同。此时中介

公司找到柳某，要求柳某支付

5000元中介费。柳某以房子没

有买成为由拒绝。于是中介公

司将柳某诉至法院，要求柳某

支付中介费用。柳某需要向中

介公司支付中介费吗？

■律师说法

柳某不需要向中介公司支

付中介费。本案柳某与中介公

司之间的合同属于居间合同。

所谓居间合同，是指居间人向

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

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

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买房未成也要向中介
支付中介费吗？

■现实困惑

老王准备在市区购买一

套商品房，但由于该地区所

处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比

较恶劣，日后免不了为房屋

修修补补。为此，老王咨询

了几个朋友，朋友告诉老王

在跟开发商签订合同时一

定要注意保修期的问题。

老王纳闷了：房子也有保修

期，那房子的保修期如何计

算？

■律师说法

房子保修期的长短，一

般是由买卖双方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协商确定的。新房

的保修期是从房子的交付之

日开始计算。但是，即使房

地产商与买房者约定保修期

从交付使用日起算，他们也

很可能会做一些手脚。比

如，将房屋竣工验收合格到

交付之间的时间计算在内。

所以，买房者在与开发商签

订合同时一定要注意保修期

的时限，避免错过保修时间

给自己带来损失。

房子的保修期如何计算？

■现实困惑

张某2008年购买了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套预售

商品房。双方在合同中载明商

品房手续合法，取得了商品房

预售许可证。后来，张某向房

产公司交付了房款，房产公司

也按合同约定将房屋交付张某

使用。张某在办理房屋所有权

证时得知购买的商品房并未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暂时无

法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张某以

故意隐瞒事实，构成恶意欺诈

为由要求房地产公司返还房款

及利息，并承担双倍赔偿责

任。那么张某的主张能否得到

法院支持？

■律师说法

张某可以要求返还房款

及利息，但无法主张双倍赔

偿。我国法律虽然规定因开

发商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

房预售许可证明的事实，或者

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明而导致订立的商品房买卖

合同无效，买受人可以请求返

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

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

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

责任。但是，赔偿金作为对出

卖人的惩罚性赔偿，不在于弥

补买方的实际损失，而在于对

其恶意违约的惩罚，并且由于

房产本身价格很高，统一适用

双倍赔偿则惩罚过于严重。

所以，对于出卖人的恶意程

度、买受人的损失大小应由具

体案情来裁量，而不能一概以

双倍赔偿论之。

开发商隐瞒实情，要双倍赔偿买房人吗？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李阳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条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

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

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 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

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他部分

效力的，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第四百二十七条 居间人未促成合同成立的，不得要求支付

报酬，但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从事居间活动的必要费用。

■法条链接

《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对所售商品房承担质量保修责任。当

事人应当在合同中就保修范围、保修期限、保修责任等内容做出约定。保修期从交付之日起计算。

商品住宅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出具的质量保修书约定保修期的存

续期；存续期少于《规定》中确定的最低保修期限的，保修期不得低于《规定》中确定的最低保修期限。

非住宅商品房的保修期限不得低于建设工程承包单位向建设单位出具的质量保修书约定保

修期的存续期。

在保修期限内发生的属于保修范围的质量问题，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履行保修义务，并对造

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因不可抗力或者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坏，房地产开发企业不承担责任。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情况向

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

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 出卖

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

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王永华本是华南理工大

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

长、教授，所带研发团队约有

百余人。“我们团队立志为健

康南海、健康中国做出自己的

贡献，希望中国14亿人口都吃

得上健康油脂，拥有更健康的

体魄，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培根固本。”王永

华说。

实际上，王永华带队研制

的健康油脂产品背后，是攻破

了“卡脖子”的“生物芯片”技

术，打破了外国相关技术垄

断。“我国酶制剂产业发展时

间短，导致国内的酶制剂产业

和酶工程研究与国际水平相

比还有很大差距，所以只有靠

自主研发、自主品牌，才能进

一步提高我国酶制剂产业的

国际竞争力。”王永华举例说

明，生物燃料的制备，若不再

采用化学方法，而采用酶生物

转化方法，将实现环境友好，

以此类推将产生颠覆性的效

果，最终将助力“绿水青山”愿

景早日实现。

王永华的“生物芯片”技

术国际先进、国内领先，以此

为核心技术的广东优酶生物

制造研究院有限公司已落户

位于狮山镇罗村的广东新光

源产业基地，将形成以酶引领

的原创性技术与高端智造产

业体系，满足国家及广东省经

济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争取

迈入国家研究院的建设行列。

以工业酶技术赋能传统

制造业，为制造业注入发展新

动力，则是王永华最想为佛山

做的贡献之一。“佛山以制造

业立市，我们的科技成果转化

在佛山受到了高度重视，科研

团队获得高规格礼遇，必须

要为佛山传统制造业进行科

技赋能。”王永华表示，希望

佛山持续优化科研环境，不

断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更好地留住高水平人才。

王永华充分认识到，加

快科技创新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需要，“中国成为一个传

奇，产业链要成为闭环，才会

进步。”这个自主研发的“生

物芯片”，为酶制剂领域国内

大循环补上重要一环，将推

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为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保障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作出

重要贡献。

食品安全事关百姓福祉和社会

和谐，每一个市民都需要学习、知晓

食品安全知识。为此，佛山市南海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狮山市场监督管理

所联手《孝德罗村》开设《罗村食安，

为民安康》专栏，为广大市民宣传普

及日常饮食健康小知识、食材选购窍

门、真假食品鉴别、食品储存技巧、食

品营养等科普知识，本期带来关于农

药残留、虚假医药广告等小知识。

虚假广告有套路
街坊购物需谨慎

如何去除蔬菜的农药残留？

1、去皮：蔬菜表面有蜡质，很容

易吸咐农药。因此，对能去皮的蔬

菜，应该先去皮后再食用。

2、水洗:一般蔬菜用清水至少

冲洗3-6遍，然后泡入淡盐水中再

冲洗一遍。对包心类蔬菜，可先切

开，放在清水中浸泡1-2小时，再用

清水冲洗,以清除残附的农药。

3、灼水：常用于芹菜、菠菜、小

白菜、豆角等，经沸水沸泡1-3分钟，

然后用清水洗1-2遍可去除部分农

药残留。

如何识别虚假医药广告？

1、广告中含有绝对化的语言：

药到病除、根治、安全预防、安全无

副作用、“治愈率达到90%以上”“有

效率达到100%”；

2、广告中含有“最新技术”“最

高科学”“最先进制法”“药之王”“国

家级新药”等类似的宣传；

3、广告声称“无效退款”、“保险

公司保险”夸大宣传，欺骗消费者。

利用医药科研单位、学术机构、专

家、医生、患者、儿童的名义和形象

进行宣传的。

4、保健食品广告中，声称可以

治疗某种疾病的，如可以治疗糖尿

病、高血压、肿瘤等内容。

文/珠江时报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刘锦彪

罗村这家企业的油不一般

“二酯油就像一颗小

火柴，不仅燃烧自己，还

能带动身体里原来囤积

的脂肪燃烧。”王永华指

着在狮山镇罗村广东新

光源产业基地的生产基

地里摆放的“南山康脂”

食用油，接地气地介绍

道。这并非夸大其辞，而

是承载着这位科学家带

领团队进行的15年科学

与临床研究。

二酯油系列是王永

华用自主研发的“生物芯

片”技术打造的首个产品

系列，有助于增强免疫力

的 Omega-3 则是第二

个系列。近期，专为各行

各业定制“生物芯片”的

广东优酶生物制造研究

院有限公司已落户南海，

用科技为健康南海、健康

中国赋能。

15年来，她带领团队躬身

研发健康油脂，终于在2020年

推出二酯油系列产品，大量临床

数据表明：二酯油可改善由不良

饮食习惯导致的肥胖、脂肪肝、

四高等代谢紊乱问题，把健康

“吃”回来。

至于Omega-3系列油脂，

则是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特

制。“临床试验数据非常好，可以

有效提高食用者的免疫力，为新

冠肺炎患者提供健康营养支持，

健康人吃了则起到预防效果。”

广东粤膳特医营养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胡双林介绍。

何以达到这样的奇效？简单

来说，目前普通食用油的主要成分

是甘油三酯，王永华改变了甘油三

酯的结构，将其转化为甘油二酯，

并成功应用于食用油领域。

而促成这种转化的“生物芯

片”是一种酶制剂，转化后的产

品简称为二酯油，这种“生物芯

片”还助力研制出Omega-3系

列。二酯油和Omega-3便是

粤膳特医从2020年6月开始推

向市场的两个系列。

走进粤膳特医实验室，一股

鲜香的油脂味道扑面而来。“这

是健康油脂的味道，研发生产需

要很多道工序，过程中一些功能

性物质会产生挥发气体。”广东

粤膳特医营养科技有限公司研

发主管、华南理工大学食品科学

与工程专业博士马云建介绍。

2020年，粤膳特医600吨

健康油脂生产线投产后，两个系

列的产品快速受到良品铺子、燕

之屋、小罐茶等品牌的热捧。经

销商经过一系列运营后，已将产

品主要销售给肥胖、糖尿病等慢

性代谢综合征人群，以及一些高

端商务人士等。

粤膳特医2021年将向橄榄

油、大豆油、茶油等领域延伸产

品链，为蛋糕、冰淇淋、糕点等领

域也定制专属健康油脂，助力打

造健康南海。

健
康
南
海

15年研发出提高人体基础代谢的新油脂

科
技
赋
能

为酶制剂领域国内大循环
补上关键一环

文/珠江时报记者孙茜实习生刘文迪通讯员马云建

■粤膳特

医的科研

人员在进

行健康油

脂的科学

研究。

珠江时报

记者黄永

程摄

粤膳特医自主研发出的Omega-3系列产品能帮助抗击新冠肺炎、二酯油产品能预防肥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