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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万买的拍卖房遭打砸

蔡锷北路一栋两层门店起火

受害人怀疑为原房主所为；
法院：
将拘留原房主

李青（化名）今年5月拍得一套司法拍卖房，
原本想早日住进去，
好让孩子来年
顺利入学。但当她和执行法官去看房时，
发现房子已被严重破坏。
李青怀疑这是原房主所为。目前，
宁乡法院已作出拘留原房主的决定。

法院

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
针对买受人的购房遭遇，宁乡法院 11 月
7 日下午回复记者称，买受人于 5 月拍得被执
行人熊某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高鑫麓城的一
处房屋。买受人在拍卖前知晓房屋未腾退
的事实，房屋拍卖后宁乡法院立即下达了腾
退通知书，由于被执行人租房等事宜，至 11
月腾退完毕。
11 月 5 日，熊某将房屋钥匙交至法院，并
告知执行法官已搬离。执行法官随即通知
了买受人于 11 月 6 日来长沙交房。在交房过
程中，买受人发现房屋被损坏，执行法官当
即拨打被执行人熊某电话，但无人接听，于
是立刻联系宁乡市公证处公证人员到现场
摄像公证，并陪同买受人来到房屋所在地的
咸嘉湖派出所以毁坏公私财产向派出所报
案（已受理）。
宁乡法院称，11 月 7 日，该院决定以妨
碍执行拘留被执行人熊某（目前正在寻找
熊某下落），暂扣拟发给熊某安置租房款 8
万元，进一步查明事实后法院将对相关人
员严肃处理，同时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
查此案。

11 月 7 日，长沙蔡锷北路，一栋两层门店起
火，消防人员正在灭火。
视频截图
本报长沙讯 11 月 7 日下午，网传蔡锷路一
门店起火。根据现场网友发出的照片视频显示，
起火楼房为一栋两层建筑，其中包括珍琪家具平
价超市、恩庆老面包点等门店。经消防人员救援，
大火已被扑灭，无人员伤亡。
潇湘晨报记者从长沙消防获悉，
消防接到报警
的时间是下午 2 点 45 分，指挥中心立即调派特一、
伍家岭、
五一广场共 3 个中队 9 台消防车 63 名指战
员赶赴现场处置。2 点 52 分，
五一广场中队到达现
场，起火建筑为两层砖混结构的门面，到场时火势
正处于猛烈燃烧状态，
中队立即组织灭火。3 点 10
分，
火灾被基本控制，
3点半明火被完全扑灭。
据悉，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90 平方米，无人
员伤亡，火灾原因及财产损失正在调查中。
记者骆一歌 通讯员胡宇波

11月7日，
长沙岳麓区高鑫麓城小区，
李青（化名）买的司法拍卖房里不仅一片狼藉、
玻璃破碎，
还被人用红漆喷了多个大大的
“凶”
字。图/记者谢长贵

本报记者宋凯欣 长沙报道
为了孩子就学，
外地人李青通过法院拍卖
购得了一套宁乡法院司法拍卖房。原想着早
日住进去，
让孩子来年顺利入学，
但没曾想，
这
套房子却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烦恼。
11 月 6 日，宁乡法院和李青去收房时，
眼前的场景让他们大吃一惊，不但房间内所
有玻璃都被破坏，垃圾满地堆放，而且还被
人用红漆在房间内喷了多个大大的“凶”
字。李青怀疑这是原房主所为。不过截至
记者发稿，原房主手机始终处于关机状态。
对于此事，
宁乡法院表示，
他们已陪同买
受人向派出所报案（目前已受理），并决定以
妨碍执行拘留被执行人熊某（目前正在寻找
熊某下落），
暂扣拟发给熊某安置租房款 8 万
元，进一步查明事实后法院将对相关人员严
肃处理，
同时将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此案。

购买的
“法拍房”
一片狼藉
今年 5 月份，李青在宁乡法院举行的一

次房产拍卖中，购得一套位于长沙岳麓区高
鑫麓城小区的 150 多平米、总价 170 多万的
房子。拍卖成交后，根据法院要求，李青将
全部房款付清。
李青说，拍卖成交后，
“我们 8 月份办理
了过户，但原房主还住在里面，所以没有立
即交房。”
李 青 介 绍 ，办 理 过 户 期 间 ，原 房 主 曾
联系她，表示想回购或者租赁这套房子，
但对于她给出的价格，对方不予接受。
“我
们就要个原价，然后加一点这几个月的利
息就行，但他不同意。”李青说，至于租房，
她担心有后续麻烦，没有同意。
“ 他（原房
主）就说他是坐牢回来的，不会让这个房
子好住的。”
11 月 6 日，李青和宁乡法院工作人员去
看房时，一打开门，房间内的场景让众人惊
呆，
“ 所有玻璃能拆的拆掉，拆不掉就敲碎，
不好敲的就划坏，地板敲碎了几十块，厨房
门和飘窗全弄坏了。”李青说，不止如此，每
个房间都烧过火堆，还被人用红漆写了几个

大大的“凶”
字。

律师说法

已报警，
不敢再住想退房

原房主应承担什么责任

11 月 7 日，长沙阴雨天，李青被损坏的
房子里，依然狼藉一片，各种垃圾堆满地面，
冷风从破坏掉的窗户不断灌入，
“ 这个房子
我们不想要了，只想退掉，不然住得会不安
生。”李青说，事发后，宁乡法院找来了评估
中心，对房屋的损失状况进行评估，并录像
拍照取证，下午还带着李青一起去咸嘉湖派
出所报警。
“法院说会给我们解决好，但我们
不知道会到什么时候。
”
李青说，房子原本是买来给孩子上学
用的，但现在的情况，已经让他们没有安全
感，不敢再住，
“ 之前想到买‘法拍房’会有
一些问题，但没想到惹了这么大麻烦。”李
青说，接下来他们准备跟法院沟通，看能否
退房。
关于房子状况，记者随后联系原房主熊
先生，但截至发稿，熊先生的电话始终处于
关机状态。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曹远泽认为，
原房主作为被执行人，将房屋装修进行毁
坏，这既侵害了司法拍卖买受人的合法权
益，更是对司法权威赤裸裸的挑衅。原房主
毁坏法拍房装修的行为至少应当司法拘留，
甚至已经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买受人可以
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房主的刑事责任，
同时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要求房主对造成
的损失进行民事赔偿。

演出中起火，
乐队承诺全额退款
本报长沙讯 11 月 6 日晚，
独立乐队
“草东没
有派对”巡回演唱会长沙站在岳麓区一酒吧举行。
有网友爆料称，
演唱会进行过程中，
一台电风扇
“冒
烟”
。随后演出终止，
现场观众被疏散，
所幸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7 日凌晨 1 时许，该乐队通过官方微
博表示，
将给参加本场演唱会的观众全额退款。
7日，
一名在现场观看演出的成先生告诉记者，
演出在 46livehouse 举行。
“事发时临近演出快要结
束，大概还剩 5 首歌，预计还剩 25 分钟。”成先生
说。曾有传言称有现场观众被浓烟
“熏晕”
，
成先生
对此予以否认，
“可能是喷了干粉灭火器，
有点呛。
”
7 日已有多名观众称接到了退款短信。秀动
网工作人员介绍，
由于不可抗力造成 6 日晚演唱会
未能圆满举行，
将给参加本场演唱会的观众全额退
款。
“退款是场地方和乐队之间协商之后的结果。
”
46livehouse 场地负责人车先生称，退款由场
地方与乐队共同承担。事发后已将涉事风扇拆
除，
“其他所有风扇都拆了，
全部换新的。”
记者骆一歌

买受人能否退房
法院已经做出裁定并生效，房屋所有权
事实上已经转移给了买受人，因此法拍房交
付之前遭到损毁，买受人不能申请法院退
款，也不能撤销拍卖。但是，作为关联方，法
院有协助配合买受人维权的义务，包括但不
限于对房主进行司法拘留、罚款，组织协商
谈判，
协助买受人报案并配合调查。

《在读研究生倒卖画眉鸟被刑拘》后续

还清了车贷还要交好几万

打鸟的卖鸟的均获刑

男子声称被套路，
不交钱拿不回车；
担保公司：
觉得有问题可以走法律途径解决

回应

已彻底停掉相关车贷业务
10 月 30 日上午 11 点多，董小军母
子来到合鑫汇银公司协商，记者以其朋
友身份同往。
“你可以报警走法律途径维权。”刘
丽萍母子再次出现，合鑫汇银投资公司
一工作人员有些不悦。随后一名谢姓负
责人出面。
记者提出查看相关协议，谢姓负责
人安排人员拿来一沓资料，他翻开协议，
指着里面多处签字称“这都是他（董小
军）签的。”至于董小军为何没合同他表
示“不知道”。谢姓负责人还出示董小军
签字和手持协议的照片。董小军承认自
己签了字，但坚称没细看内容。记者注
意到，协议里面提及的银行为“某银行长
沙岳麓山支行”
。
“公司是第三方担保，客户不还款要
承担连带责任。”谢姓负责人称，董小军
共逾期三次。刘丽萍提出，她愿意支付
相应的人工费等开支，但 1.5 万元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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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谢姓负责人对此只答复称“第三方
公司拖一次车收 1.5 万。
”
协商过程中，谢姓负责人多次表示，
客户认为有问题可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他指着办公室墙上贴的一排民事判决书
称，逾期不缴纳违约金和拖车费的，公司
会起诉至法院。
11 月 1 日下午，记者来到鑫合汇银
投资公司采访，谢姓负责人说，
“ 银行很
简单，只要客户能付首付基本上就放贷，
让出不到两个点，将风险转嫁给第三方
担保公司。”他说，只要请人把车拖回来，
逾期客户中七成会来赎车，余下赖账的
公司会起诉。
谢姓负责人说，公司是与某银行合
作的第三方担保公司，肯定不做套路贷；
上述银行于去年底全部停掉这块车贷业
务，公司于今年 1 月也彻底停掉了，目前
是消化之前的业务，
“现在不讲诚信的客
户太多了。
”

邮编：
410004

虚高拖车费属于不当得利
10 月 30 日下午，母子二人来到公安
刑侦部门求证，民警详细了解后表示，
“这
个是俗称的套路贷。
”
民警在登记董小军反馈的情况后说，
类似套路贷在所谓的合同框架下实施，没
有实施任何暴力行为，有白纸黑字的协
议，没有证据显示强迫交易逼迫签字，客
户自身原因逾期，
“一切看起来都正常，唯
一有问题的是拖车费。”他说，有些担保公
司故意对没有还款能力的人放贷，算准了
这批人会逾期，说白了最终目的不是利息
而是拖车费和违约金，
“ 合同约定可以收
拖车费，但物价部门核查如果虚高就属于
不当得利。”
民警说，10 月上旬，长沙警方发布通
告鼓励市民积极举报“套路贷”违法犯罪
行为，目前正在收集相关线索，如果涉及
合鑫汇银投资公司举报较多，会呈请法制
部门看如何定性处理。
（应要求，董小军及刘丽萍均为化名）

于没有履行合同按时还款，我公司据合
同协议，
将车暂时收回。”
董小军致电对方，
合鑫汇银投资公司
称系与某银行合作的第三方担保公司，
按
双方签订的
“汽车金融服务协议”
拖车，
要
想赎车得支付 2.8 万违约金和 1.5 万拖车
费。董小军说，
“我不知道这家担保公司，
也没有跟他们签协议的印象。
”
为拿回车，
刘丽萍母子赶来长沙，
先是
按要求去银行结清余下 4 万余元借贷本
息。合鑫汇银投资公司称违约金和拖车费
至少要2.8万。刘丽萍说，
“他（董小军）每
月三四千元工资，
没有还款能力，
我不明白
银行怎么就敢放贷？
”
刘丽萍犯难了，
高额拖车费收得不合
理，
但不给又拿不回车，
她进退两难。

律师观点

10月30日，
“湖南合鑫汇银国际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走廊，
刘丽萍瘫坐在地上，
一旁的
儿子董小军靠在窗前，低着头一言不发。
图/本报记者

警方

求助

10 月 30 日上午，合鑫汇银投资公司
附近，记者见到了董小军母子二人，他们
讲述了此次购车经历。去年 3月 17日，
董
小军在衡东县某车行买车，
首付 6 万贷款
8.6 万，业务员告知他，发放车贷的是“某
大型银行”
，
分36期偿还，
每月2603元。
董小军称，因合同页数较多，当时自
己没细看条款，业务员也没过多解释，只
是不停的让他签字。他自称，
“事后除了
收到一张信用卡外，车行并未给相关借
贷协议等文书。”接下来，他于每月 25 日
向银行还款，其间逾期了两次左右，今年
9 月 25 日又逾期了。
10 月 10 日晚，董小军驾车行驶途
中，一辆车将他逼停，三名男子下来强行
将他车开走。次日他收到一条短信：
“由

本报记者 长沙报道
10 月 30 日，
“ 湖南合鑫汇银国际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鑫汇银投资
公司”
）走廊，刘丽萍瘫坐在地上责骂道，
“没看清协议内容就敢签字”，一旁的儿子
董小军靠在窗前，
低着头一言不发。
去年 3 月，董小军向某银行借贷买车，
三次逾期后，他的车被人开走，担保公司
合鑫汇银投资公司向他索要 2.8 万违约金
和 1.5 万拖车费。为赎回车，董小军还清
银行余下借贷本息，后经协商被迫向该公
司支付 2 万余元。
潇湘晨报记者调查发现，与董小军有
类似借贷经历的不在少数，他们自称被诱
骗签合同、无偿还能力致多次逾期及被索
要高额违约金拖车费。11 月 1 日，合鑫汇
银投资公司相关负责人称，只要请人把车
拖回来，逾期客户中七成会来赎车，余下
的公司会向法院起诉。

三名男子强行将车开走

报料求助热线：
0731-85571188

迫使接受过高费用
就可能涉嫌敲诈勒索
湖南睿邦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刘明
律师说，如果合同有约定，担保公司可在
客户逾期支付款项后拖车，该拖车费用
应由客户承担，但拖车费用应当符合物
价部门规定并开具相应的发票，对没有
发票或者高于物价规定的天价拖车费，
客户可以拒绝，双方协商不成可以通过
法律途径解决。
刘明认为，有合同约定拖车费由车主
承担的情况下，公司按照实际支出向客户
主张拖车费一般情况下是合法行为，不构
成敲诈勒索。但如果以合同为由，强占对
方车辆，迫使对方接受其开出的严重高于
合同或者市场标准的费用，根据《刑法》的
相关规定可能涉嫌敲诈勒索罪。

广告招商热线：
0731-85572288

发行投诉热线：0731-85573388

本报长沙讯 湘潭某大学在读研究生黄某
屹，从某花鸟店店主黄某泉手上购买画眉鸟，通过
网络销往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而黄某泉手
上的画眉鸟，均从非法狩猎者手上购的。
（详见 5
月 16 日 A06 版）
11 月 7 日记者从宁乡法院获悉，11 月 6 日，宁
乡法院审理了该案，
该案中捕鸟的、
卖鸟的、
打包快
递的 6名男子均获刑。
经法院查明，来自贵州的务工男子王某国、吴
某、王某华三人，在宁乡市某镇的山林内非法狩
猎，并将狩猎的画眉鸟对外出售。三人共计狩猎
画眉鸟 260 余只。4 月中旬，他们将 20 只画眉鸟出
售给了湘潭黄某泉经营的宠物会所。
被告人黄某泉明以 25 元每只的价格收购，并
将其中的 77 只以 44 元每只转卖给黄某屹。黄某
屹雇请了被告人崔某帮忙收购、打包快递，然后在
淘宝网店里以每只 99-1200 元不等的价格销往全
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
法院判决，被告人王某国、吴某、王某华犯非
法狩猎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八个月、七
个月。被告人黄某泉、黄某屹、崔某犯掩饰、隐瞒
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拘役四个月、拘役二个月缓
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不等。
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邹晴

替儿还债，
钱被儿子吞了
本报郴州讯 老两口卖了房子打算替儿子还
债，却错将 32 万元汇入儿子的账户，谁知儿子却
不肯退还。近日，郴州嘉禾县法院对这起离奇的
不当得利纠纷案作出一审判决，限被告陈某 15 日
内返还原告李某 32 万元。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系亲母子关系。原告共
生育二男一女，被告陈某系其二儿子。被告不务
正业，欠下亲朋好友许多债务。原告决定将房子
卖掉替儿还债。房子及地皮共卖了 296 万元。原
告欲将 32 万元还给被告的二姑，被告却故意将自
己的账号提供给原告，致使原告错将巨款汇入被
告账户。经再三追讨，被告以卖房款其应占 100
万元的份额为由拒绝返还，原告不得已一纸诉状
将被告告上法庭。
法院认为，
没有合法根据，
取得不当利益，
造成
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
的人。本案中，原告通过银行转账错将 32 万元转
入被告账户，有其提交的汇款业务凭单予以证实。
现原告提出返还这笔汇款，
被告占有这笔汇款拒不
返还没有合法理由，
依法构成不当得利。遂依法作
出了上述判决。
记者周凌如 通讯员李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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