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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禅城 04 城事

▲佛山市南海区西樵余龙化
纤厂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40682601341235， 现声明
作废。
▲邓伟遗失中国人民武装警
察部队广东省边防总队核发
的军官证，编号：公规役字第
9659782 号， 发证日期：2016
年 08 月 15 日，现声明作废。

顺德大良凤翔商业广场首层
商铺，大路边，层高 6 米，间
隔方正，三个门面长超 12 米，
证载套内面积 133.56 平方，
商业服务用途。 18088838133

大良首层商铺抛售

▲佛山市佑添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开始清算。
请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司清
算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天
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在上述期限内未申报债
权的不列入清算范围。 清算
结束后， 本公司将依法向佛
山市南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申请注销登记。特此公告。本
公司清算组联系人：刘浩宇，
联系电话：13929157444，联系
地址：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街
南港路 2 号康怡花园 114 号
铺

佛山市佑添贸易有限公司

2019年 12 月 03 日

▲佛山市荔鑫食品贸易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决定解
散，开始清算。 请本公司债权
人自本公司清算公告见报之
日起四十五天内， 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在上述期
限内未申报债权的不列入清
算范围。 清算结束后，本公司
将依法向佛山市南海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申请注销登记。
特此公告。 本公司清算组联
系人： 朱建安， 联系电话：
13923207938，联系地址：佛山
市南海区大沥镇沥东江夏路
段综合大楼 11 层 1109 室

佛山市荔鑫食品贸易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03 日

聚天粮食品诚聘
会计 4000 元 -5000 元 + 奖金
文员 3000 元 -4500 元 + 奖金
联系电话：13923205001 张生

诚 聘

住宅招租
张槎路口东便村住宅

招租，三层 1500 元每月。
联系人：邓小姐 13543699175

厂房、仓库对外招租
位于魁奇路东沿线，广珠西线
平洲出入口旁，交通方便。 适
用于加工产销，物流快递等。
联系人李生，电：13928626368

高级写字楼出租
一环旁 150-1500m223 元 /m2

起租，电话：13380206337 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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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下所有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合同依据，
如有纠纷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本报概不负责。

工商类
护 理 仪

卧床大小便护理仪
自动感应收集， 自动清洗烘
干。 梅林生物 :13709601548 崔

防水专家不漏收款
天面外墙卫生间 13929175558

佛山信得专业防水补漏
包修天台、外墙、卫生间、水池、
下水管。 电话：13690586661

防 水 补 漏

水泥地板漆
绿涤环境公司提供
适用于厂房、球场、汽修厂。 特
性：防尘、油污、静电。 联系电
话：13326718383

专业生产环保袋
www.gdwfdb.com，13528920910
厂电 QQ：907752335，质优、价
平、起货快

环 保 袋

昊凯公司82001567
代办工商、税务、记账、消防、环
保、卫生、验资、注销咨询。联系
电话：13726618110

佳信达
专业·高效

代办工商执照 、
验资审计， 代理
记账报税、 进出
口登记 83658365

服 务 咨 询

代办公司注册、冠省名，年审、
记账报税，验资审计。 83613131

会计服务 88779966

物 业 租 售

▲佛山市南海沙头健盈五金
交电经销部（法人：冯健峰）
遗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
专用章、冯健峰个人私章各一
枚；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880040455101，现声明
作废。
▲佛山市诺其陶瓷有限公司
（法人：陈伟宏）遗失发票专
用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佛山市禅城区钛昌盛铝材
经营部（经营者：冯万乐）遗
失公章一枚，现声明作废。
▲陈伟勤遗失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
号：440622200406090101；遗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 ， 编 号 ： 南建 证
（2004）0361 号，现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清算公告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汉坤
通讯员/李允玲）新房有质量瑕
疵，可以拒收楼么？昨日，禅城
法院发布《房屋买卖合同审判
实务问答》白皮书。该白皮书
总结了该院三年来审结的
2000多件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并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难
点进行释法说理。

随着佛山房地产市场的蓬
勃发展，禅城区近年来涉及房
屋产权纠纷的诉讼案件数量
呈上升趋势。房屋买卖纠纷
已成为房地产纠纷案件的主
要类型，该类案件呈现出涉案
标的金额较大、群体性特征显
著、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等特
点。“针对此类纠纷，禅城法院
充分发挥房地产专业化审判
优势，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
服务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妥善
审理、化解纠纷矛盾，依法维
护购房者利益。”禅城法院相
关负责人说。

不仅如此，禅城法院在提
升审判质效的同时，还主动对
这类案件进行审判经验的调
研和总结，历经数月的努力
在近日制作了《房屋买卖合
同审判实务问答》白皮书。
该白皮书总结了 2016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月禅城法院审
结的 2000 多件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案件，案件标的总额
接近 6 亿元，具有相当的代
表性。

珠江时报记者留意到，《白
皮书》针对社会大众关注的房
地产预售合同纠纷、开发商逾
期交楼、商品房销售广告宣
传、商品房存在质量瑕疵能否
拒收楼、房屋买卖中“阴阳合
同”的效力等热点难点整理了
27个问题，以审判实务问答的
形式进行释法说理。

如目前包括佛山在内的许
多城市实施了房地产调控政
策，因限购、限贷等房地产调
控政策导致房屋买卖合同不
能履行的问题也频频发生，那
么该如何认定违约方及违约
责任？

对此，白皮书在问答中明
确，限购政策实施前订立的合
同，由于政策调整导致买卖
合同不能履行的，属于不可
归责于买卖双方的事由，当
事人请求解除合同的，一般
应予支持。出卖人应将收取
的购房款或定金返还买受
人，如房屋已交付使用，买受
人也应返还房屋。一方当事
人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或
适用定金罚则的，一般不予支
持；但如果合同本可按约定期
限履行，仅因一方当事人的迟
延履行导致合同受政策调整
的影响而不能履行，守约方要
求对方承担相关违约责任的，
可予支持。

白皮书还明确，限购、限贷
政策实施后订立的合同，不因
违反限购、限贷政策而无效，
但双方应当预见到国家调控
政策对交易的影响，负有谨慎
签约的注意义务，如故意隐
瞒、虚构事实或有其他过错行
为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仍应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我们法院对该类案件进
行调研和总结，目的是统一裁
判尺度，提高案件审判质效。”
禅城法院民四庭副庭长田媛
表示，希望通过发布《房屋买
卖合同审判实务问答》，对社
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进行释法说理，引导市场主体
防范风险、合理维权，促进社
会矛盾化解，促进禅城区房地
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员/李健斌）12月 2日是第8个

“全国交通安全日”。佛山禅城公
安结合近期开展的重点部位城市
形象提升大行动，严厉查处违停、
多宗交通违法不处理等交通违法
行为，清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昨日，禅城交警在岭南大道、
文华路、汾江路、佛山大道、医院、
校园等重点区域周边设立18个查
车点。同时结合机动巡逻小组，依
托智慧新警务追踪违法车辆，对随
意违停、多宗违法不处理等交通违
法行为开展“清零”行动，从源头上
清理对交通安全影响较大的“隐患
车辆”。

上午9时许，在岭南大道希尔
顿酒店对开路面，12名警辅人员设
立了卡点，重点截查多宗违法不处
理的“老赖车”。一辆白色的粤E
牌小车从远处驶来。尽管该小车

驶入最左侧车道并试图混在车流
中通过检查点，但仍被交警截停。

“我知道车辆有交通违法，现
在正赶去处理，可以不扣车吗？”车
主对交警说。据交警查实，从今年
5月至今，该车一共有17宗交通违
法未处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
共处罚款3300元，记54分。交警
现场依法查扣该车以及车主的驾
驶证、行驶证。

行动仅一个小时，禅城警方共
查获“老赖车”19辆。其中，查获10
宗以上交通违法未处理的“老赖车”3
辆。据统计，从11月26日至今，禅
城交警联合其他警种查处多宗违法
未处理车辆共1198辆，其中3宗以
上1094辆，10宗以上104辆。

接下来，禅城公安将加强宣传
警示曝光行动，提醒有交通违法的
车辆驾驶员尽快消除交通违法，并
加强快递、外卖行业等重点群体集

中通报约谈，结合“七进”宣传的契
机深入开展机动车乱停乱放、涉摩
涉电等交通违法的警示教育，结合

全民共建共治的理念，努力创造有
序、畅通、安全、绿色、文明的道路
交通环境。

珠江时报讯（记者/郭美欢 通
讯员/卢淳）日前，来自湖南的殷先
生将一面写有“十年追凶，沉冤得
雪”的锦旗和亲笔感谢信，送到佛
山市公安局禅城分局办案民警手
里。他紧握民警的手激动地说：

“14年了，感谢人民警察为我们伸
张正义！”

事件要追溯到2005年1月4
日，来自湖南的女子廖某在禅城区
体育路某出租屋内被人杀害。接
报后，禅城公安民警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开展侦查。但由于嫌疑人极
度狡猾，且受困于当时的侦查技术

条件，现场未发现任何有效线索，
案件侦查工作一时间陷入困境。

就这样，该案件成为一宗“悬
案”，也成为压在办案民警心中的
一块石头。14年以来，虽然办案民
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是公安机关
从未放弃对此案的侦查，不断尝试
寻找真凶。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
席。随着侦查技术的进步，该案件
也迎来了转机。今年以来，禅城公
安根据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的相
关部署，从各警种抽调十几名精干
警力组建命案专班，对该案长期以

来摸排的线索进行再梳理、分析，
将提取的物证进行再比对检验。
同时，办案民警还再次开展了全面
细致调查走访。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
重新送检相关物证，公安机关发现
一名在2011年因抢劫被抓获，后刑
满释放的招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于是，办案民警立即启动重大案件
调查程序，成功锁定招某的活动轨
迹和落脚点，并于今年3月19日在
禅城张槎将招某抓获归案。通过审
讯，招某如实供述当年因矛盾纠纷
杀害廖某的犯罪事实。这宗沉寂

了14年之久的凶杀案成功告破。
案件侦破后，办案民警立即第

一时间电话告知被害人家属。“人
抓到了？终于抓到了！”当身在湖
南的廖某儿子殷先生听到凶手落
网之时，面对这迟到14年的消息，
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1月25日，殷先生一大早来
到了禅城公安侦察大楼，找到办案
民警并赠送锦旗，感谢公安机关为
他们伸张正义。

目前，嫌疑人招某因涉嫌故意
杀人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案件还
在进一步审理中。

行动1小时查获“老赖车”19辆
禅城公安严查各类交通违法，加强交通安全宣传，创造安全文明交通出行环境

14年前命案今日昭雪
家属千里送锦旗致谢

禅城法院发布《房屋买卖合同审判实

务问答》白皮书

整理27个热点难点问题
教你应对房屋买卖纠纷

■禅城交警在岭南大道检查过往车辆。 珠江时报记者/穆纪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