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说法

天心区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庭长
董燕认为，“凶宅”的概念无法律界定。
民间的说法“凶宅”就是指房屋内出现
过不吉利的事件，比如非正常死亡。

“一般来说， 如果房屋发生过
非正常死亡事件， 可能让他人产
生恐惧感。”董燕认为，如果在同

等价格的情况下， 没有人会接受
这样的房屋，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
民间习俗。“这种民间习俗在法律
上可以归为善良风俗， 属于受法
律保护范畴。 如果房主故意隐瞒
应予披露的信息， 可能涉嫌欺诈
而导致房屋买卖合同被撤销。”

2018.4.24��星期二 编辑 黄海文 图编 言琼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汤吉A06 市州新闻

本报4月23日讯 4月22
日，家住长沙市开福区新河街
道领航江阁小区906室房主正
在家休息，突然“砰砰”两声响
起， 房主发现卧室外层玻璃被
击碎。 这已经是该小区一年内
第5起玻璃被击穿事件，小区业
主们很无奈， 物业公司怀疑有
人用气枪射击所致， 已向警方
报案。

一年内小区玻璃被击碎5次

23日下午，记者来到领航
江阁小区， 小区只有一栋大
楼， 被击碎的玻璃均是朝南
方向。“昨天下午大概1点20
分， 我妹妹加夜班后在家休
息， 卧室内忽然响起两声巨
响， 醒来一看卧室玻璃又碎

了。” 家住小区906的业主楚
先生说，这已经是家里玻璃第
二次被击碎，这次安装的还是
质量很好的，碎玻璃随时有掉
落的可能，得抓紧替换，以免
造成安全事故。

记 者 在 楚 先 生 家 注 意
到，玻璃左上角和右下角均有
一个弹孔，四周辐射出爆炸状
的裂痕，被击穿的弹孔直径约
5毫米。

小区物业谭经理介绍，击
碎玻璃事件从去年5月份开始，
曾发生过3起。今年4月12日，小
区906室玻璃“中弹”被击穿，4
月22日，906室再次发生玻璃被
击碎事件时， 值班保安在第一
时间听到动静后，循声而出，仍
未找到肇事者， 这让业主和物
业都很头痛。

疑似气枪子弹所为

报复？恶作剧？到底是谁下
此黑手？

领航江阁业主们讨论不
一， 丁先生认为是有人故意练
枪打玻璃所致， 击碎的玻璃都
集中在9楼、10楼。 李女士则认
为可能是由于周围安置小区居
民所为，“当时建设这栋楼时，他
们就不同意，反对意见很大，可能
是心理不平衡，萌生报复。”

记者向开福区公安分局了
解情况。警方表示，初步判断玻
璃上的弹孔系钢珠或橡皮弹由
气枪等气动类设备发射造成，
由于现场未找到相关物体，无
法确定发射工具。目前，警方正
对此事进一步鉴定和调查。

■记者 张洋银

房主隐瞒房屋内曾发生过自
杀事件,购房户苏闵（化名）认为
花85万买回一套“凶宅”，向法院
起诉请求撤销《房屋买卖合同》。

日前，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判决，撤销房屋买卖合同。

85万元买套“问题”房屋

2017年3月， 苏闵与房主李
敏（化名）通过房产中介公司，签
订了《房屋买卖合同》，购房总价
款为85万余元。合同签订当日，苏
闵按照合同约定向李敏支付了购
房定金3万元，同时向房产中介公
司支付购房中介费1.7万元。不久
后， 苏闵分两次将余下的房款通
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给李敏。

2017年4月， 收到全部购房
款后， 李敏将房屋过户至苏闵名
下。苏闵为购买该房屋，缴纳了各
项税费共计2万余元。为了凑齐房
款，苏闵还与银行签订了一份《个
人购房抵押（保证）借款合同》，约
定还款方式为等额本息还款，约
定贷款利率为浮动利率， 月利率
为3.675‰。

房子交付不久， 苏闵便搬进
去了。有一天，无意中从小区居民
口中得知， 所购买的这套房子曾
经有人在房中自杀身亡。

苏闵四处打听证实， 所买房
屋以前一直作出租房使用， 就在
他购房前， 一名女性租客在房子
里自杀身亡了。但是，李敏在房屋
交易时，却从未提起此事。

法院判决“退房赔钱”

花了85万， 却买回一套“凶
宅”，苏闵当即向李敏提出了退房
的要求，但遭到了拒绝。多次协商
无效的情况下， 苏闵将李敏起诉
至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在庭审过程中， 原被告双方
就争论的焦点问题展开了辩论。
苏闵称，其在入住之后，通过走访
周边邻居及有关部门， 才了解到
该房屋在出租期间曾有一女子在
该房屋内自杀身亡。但是，他在购
买此房时， 李敏却隐瞒了这一事
实。苏闵认为，依据《合同法》第54
条规定，他与李敏签订的《房屋买
卖合同》应予撤销。李敏应返回他
支付的购房款及其他实际发生的
费用，并赔偿损失。

被告李敏辩称， 当时签合同
时她没注意看合同条款， 她的本
意并不是欺瞒，不存在蓄意隐瞒，
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天心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后，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原
告苏闵与被告李敏之间签订的《房
屋买卖合同》；被告李敏向原告苏闵
返还购房款85万余元，并向原告苏
闵支付购房款中65万元银行贷款
实际产生的利息； 原告苏闵将涉
案房屋的产权重新过户登记至李
敏名下。法院同时还判决，被告李
敏向原告苏闵支付1.7万元购房中
介费，并向苏闵赔偿损失3万元。

目前，一审判决已经生效。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文天骄

房主隐瞒房屋内曾发生过自杀事件，购房者告上法庭讨说法

85万买一套“凶宅” 法院判退房赔钱

谁下黑手？小区玻璃一年内被击碎5次
长沙新河街道领航江阁小区遭遇“连环悬案”，警方介入调查

“凶宅”并无法律界定

遗失声明
湖南新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湘阴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
年 3 月 2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
0624MA4PEW8F4R，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品鲜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遗失岳阳市工商局岳阳楼区
分局 2017 年 12 月 4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信用代码
91430602MA4P9MHM4X，声明作废。

◆唐御茗（父亲：唐飞，母亲：江
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438063，声明作废。

◆王立彬（父亲：王海青，母亲：谢
喜梅）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G4306436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嘉升矿业有限公司遗失湘
潭市工商局 2006 年 4 月 6 日核
发注册号 4303002012413 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公章（编码:43030
10019398）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湖南欢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 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0 万元减至 10 万元，现予以
公告。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
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债权人有权要求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联系人：马树辉 13975121527

◆王帅（身份证号：4128221985
12231731）遗失衡阳师范学院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证书，
证号：105461201005602331；
学士学位证书，证号：105464
2010060641。 遗失湖南涉外经
济学院计算机网络技术专业毕
业证书，证号：12303120080600
4931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新利恒砼物流有限公司遗
失湘 A69055 的道路运输证，
证号 43012100970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蓝山县蓝湘源生态果业科技有
限公司遗失蓝山县食药工质局
2017 年 12 月 5 日核发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431127099108483F
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兰天腾驰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
整车出厂合格证三张，合格证
上所载信息如下;车辆型号:
CA6462ATE5AG1;CA7162;CA
7166ATE5，车架号:LFBGE30
67GJD85463;LFP83ACC4H1D09
114;LFP83APE9H1D91594，发
动机号:232591;145822;2737
52，生产日期:2016 年 10月 24
日,2017年 2 月 14日;2017年 11
月 30日，合格证编号:WAA05
R09G085512;WAA01R09H0089
93;WAA08R09H091708，印刷
流水号:3874597;3972674;4511
3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兰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平江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
15 年 10月 20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626MA4L1A1TX9,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新宁县润发投资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曾黎明，电话：13548893118

解散（清算）公告
绥宁原野绿踪生态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庾秋翠，电话 13873900830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焦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范晓波，电话 13975193555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添娱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邹永勤，电话 13762069129

◆长沙理工大学康晶遗失就业协议
书，书号 118105360201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西思商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谭思思，电话 18890166355

◆张振赫（母亲：黄孔，父亲：张
星）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I43038086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扬志网络信息有限责任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付阳志，电话 18075187950

注销公告
长沙风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文海波，电话 13647443525

◆李美华遗失由祁东县房产管理
局核发的祁房权证字第 06067454
号房屋所有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克讯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冷水江市工商局 2016 年
6 月 15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
1381MA4L4YQR4N，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长株潭投资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遗失株洲市工商局 2014 年
12 月 12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注册号 430200000140644；
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20003568101；声明作废。

◆李晓恩遗失湖南工学院建筑工
程系工程监理专业毕业证，证号
115281200806009816，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佳爵商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人:
张燕称，电话:13397596818

注销公告
湖南佰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张晓磊，电话 18910777766 ◆唐永娇遗失位于芙蓉区天辰荷

花苑小区 2 栋 103 室物业专项
维修资金交存证明白色业主联、
红色有关单位留存联，业务宗号
201608040210，声明作废。

◆王灿（父亲：王友家，母亲：陈培
玉）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0918572，声明作废。

◆李加加遗失长沙县货运管理所
2015 年 10 月 30 日核发的道路运
输经营许可证副本，号码：湘交运管
许可长字 430121200941；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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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鸣遗失湖南大学毕业证
及学士学位证，证号分别为:10
5321200905201446，10532420
09205578，声明作废。

◆陈滨(父亲:陈有学，母亲:杨
小琴)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
号:O431044301，声明作废。

◆刘铁军（父亲：刘新，母亲：张洪
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G430059774，声明作废。

◆胡方雅（父亲：胡华安，母亲：方
暮玲）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4405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美画美商贸有限公司遗失
湘乡市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17 年 2 月 7日核发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430381MA4L66
FT5D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蓝山县鹏程新型环保材料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
系人: 程柳青,电话 13874675756

遗失声明
株洲市芦淞区优客皮具店遗失芦
淞区工商分局 2012 年 9 月 3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020360023978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盛大金禧金融服
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40771709567)遗失
公章、法人(蒋毅)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黄子晴（父亲：黄海兴，母亲：李
丹）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874201，声明作废。

◆赵梦琪（父亲：赵红辉，母亲：杨
菊芬）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874760，声明作废。

◆李霖蕙（母亲：李长菊）遗失湖
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
O430824613，声明作废。

◆夏梓萱（父亲：夏建云，母亲：刘
玲霞）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284102，声明作废。

◆王熹宓(父亲：王亮，母亲：王倩倩)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1148195，声明作废。

◆周泽盛(父亲：周杰作，母亲：晏
志华)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B43017519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冈市聚众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武冈市支
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56000422301，声明作废。

◆冷劲松遗失湘 H27953道路运输
证,证号:430903012962,声明作废。

◆宁远县乐柏凤遗失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 14010
03 号)里的用地红线图和用地审
批单,遗失工程规划许可证(编号:
1401003)里的工程审批单,声明作废。

◆李红涛，性别女，湖南机电职
业技术学院会计电算化专业 20
16 届毕业生，遗失毕业生就业
报到证（报到证编号：20161
3033301817），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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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开福区领航江阁小区一业主家卧室玻璃被击穿（图中圆圈是弹孔）。 记者 张洋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