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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生婴儿信息贩卖案一审宣判
2名原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及其他6名被告人获刑

本报上海2月9日电 韩某利用其
工作便利进入他人帐户，两年多时间
内，分别窃取上海疾控中心每月更新的
全市新生婴儿信息共计 20 万余条，然
后通过下属同事张某之手层层转卖非法
牟利。今天下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对这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作出一
审判决，对参与窃取、出售、收买的韩
某、张某、范某、李某、黄某、王某、
吴某、龚某8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
徒刑二年三个月至七个月不等，罚金
5000元至2000元不等。

现年 41 岁的韩某原是上海疾控中
心的工作人员，现年 50 岁的张某原是
上海黄浦区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两人
是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

据韩某交代，以前由于工作关系认
识了张某，相识二十多年，两人关系很
好。2014 年初，张某问韩某能否获取
新生婴儿的数据，称自己有朋友经营婴
幼儿保健品企业，需要新生婴儿信息用
于营销，并许诺给好处费。

2014 年初至 2016 年 7 月，韩某在
利欲驱动下，利用其工作便利登录系统
内查询新生婴儿信息并下载于电脑中，
窃取上海疾控中心每月更新的全市新生
婴儿信息，每半个月向张某的个人邮箱
发送一次，每次约5000条，每个月1万
条左右，并通过张某之手，将上述信息
转卖给专做婴幼儿保健品生意的女子范
某。经查明，韩某、张某、范某共非法
获取新生婴儿信息共计20万余条。

2015 年至 2016 年 7 月，范某向曾
任职于某公司主管婴幼儿保健品业务的
女子李某出售上海新生婴儿信息共计
25 万余条；而李某又将上述信息提供
给经营婴幼儿保健品生意的某公司负责
人王某、黄某，并从中获利。

2015年 6至 7月，曾为老板王某开
车的吴某，从王某的公司内，获悉公司
存有很多新生婴儿信息，用于销售新生
婴儿保健品，他感觉这个信息以后可能

会有用，于是在公司下班后用自配的
钥匙去公司电脑里窃取7万余条上海新
生婴儿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在一段时
间内用于自己的公司推销新生婴儿的
产品。

2015年5月至2017年7月，曾从事
学前教育工作的龚某，因接触到不少新
生婴儿的信息，在 QQ 群中认识了吴
某，通过微信、QQ等联系方式，向吴
某出售新生婴儿信息 8000 余条，另向

他人出售新生婴儿信息7000余条。
2016年 7月 12日，韩某、张某等 8

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刑事拘
留，同年8月18日被逮捕。

2016年 12月 21日，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浦东新区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韩某、张
某、范某、李某、黄某、王某、吴某、
龚某违反国家规定，分别以窃取、出
售、收买等方式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情
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罪。

被告人韩某、张某、范某的供述相
互印证，证实有几个月未进行信息交
易，故其3人获取信息的数量应当予以
扣减。3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意
见予以采纳，但所提重复应予扣除的意
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被告人黄某、王某系共同犯罪，黄
某是购买信息的具体实施者，不能认定
为从犯，故其辩护人所提黄某系从犯的
意见不予采纳，但在量刑时对其具体情
节予以酌情考虑。

本案上列8名被告人均能如实供述
罪行，且自愿认罪，依法从轻处罚。被
告人韩某、张某、范某、李某、龚某、
王某、黄某在家属帮助下退缴违法所得
或预缴罚金，分别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上述一审判
决。

（富心振）

图为8名被告人在法庭受审。 富心振 摄

本报讯 市民陈先生看中了某开发
商开发的一套住房，按约支付了30%的
购房款，并准备贷款支付其余70%的房
款。然而因两年前有一次逾期还款记
录，被银行纳入征信系统，无法办理商
业贷款。日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人
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
纠纷，判决陈先生继续履行合同，并支
付违约金。

陈先生系南通市通州区人。2015
年6月10日，陈先生经考察后与某开发
商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购买总
价为 1808319元的一套商品房。陈先生
自有资金仅能够支付30%的购房款，其
余 70%的购房款准备通过银行贷款支
付。为此，陈先生与开发商约定，分三

次支付购房款548319元，其余126万元
办理银行按揭贷款，于 2015 年 9 月 15
日前给付。双方还签订了按揭补充协议
书，约定如因陈先生的原因导致贷款机
构不予审批贷款或最终批准的贷款不足
支付房款，陈先生都必须按照买卖合同
约定支付的期限支付房款，否则应支付
违约金。

合同签订后，开发商在为陈先生办
理按揭贷款时，却因陈先生两年前信用
卡逾期还款，被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备案，办理贷款的商业银行据此不予发
放陈先生的贷款。而陈先生无能力筹集
126万元现款。开发商遂诉至法院，要求
陈先生继续履行合同，支付违约金。

通州区法院审理认为，原、被告双

方签订了购房合同及补充协议，系双方
真实意思的表示，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
定，该合同为有效合同，双方应按合同
约定全面及时的履行合同义务。被告未
按合同约定给付购房款，现原告要求被
告继续履行合同，并按合同约定以日万

分之二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符合
双方约定且不违反法律规定，法院予以
支持。遂判决被告陈先生支付剩余购房
款126万元，并从2015年9月16日起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以本金126万元按日
万分之二计算支付违约金。

（金永南）

■法官提醒■

本报宿迁2月9日电 为了陷害和
报复与自己有矛盾的同事，竟然盗窃同
事正在办理的刑事案件卷宗并烧毁，妄
图嫁祸于同事，不料因罪行败露而锒铛

入狱。今天，江苏省沭阳县人民法院对
该案作出一审宣判，以盗窃、毁灭国家
机关公文罪，判处被告人朱某有期徒刑
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 年 4 月 23
日 12 时许，时任某派出所微机员的朱
某，为报复与自己有矛盾的派出所民警
马某，决定盗走马某放在办公桌上的案
件卷宗，让马某受到处罚。

于是，她到派出所大楼一楼处拉下
电闸刀，看见一楼应急灯亮了，知道电

断了，认为停电后楼道内的监控设备就
起不了作用。趁马某办公室无人之机，将
马某办公桌上放置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涉
嫌故意伤害罪刑事案件的卷宗材料 3
册，揣入怀中并盗出派出所。之后，朱某
到外边农田里将上述卷宗材料烧毁。同
月 25日，马某寻找卷宗无果，后调取派
出所内监控录像发现是朱某所为。2016
年 4月 26日，被告人朱某在家中被传唤
到案，归案后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某为陷

害民警马某，所实施盗窃、毁灭卷宗材
料的犯罪行为分别触犯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法》 所规定的诬告陷害罪及盗
窃、毁灭国家机关公文罪两个罪名，应
择一重罪予以处罚。根据法律规定，捏
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
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
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盗
窃、毁灭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
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综上，被告人朱某的犯罪行
为应以盗窃、毁灭国家机关公文罪定罪
处罚。被告人朱某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
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据此，
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李金宝）

为陷害同事竟盗窃烧毁刑事案件卷宗
被告人盗窃、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获刑一年三个月

信用是人在社会上的通行证，如存
在不良信用记录，则在向银行贷款时会
受到一定的限制。根据国务院《征信业
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的规定，征信机构
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
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

年的，应当予以删除。故陈先生在两年
前的逾期还款记录，被征信机构作不良
信用记录后，只能自还清贷款之日起保
持五年的良好信用，方可覆盖之前的不
良记录。近年来，因购房人自身原因无
法办理贷款的事例时有发生，市民在贷
款买房时，不妨先查一下自己的信用记
录，在确定能够办理贷款时，再决定购
房，以避免自己的财产损失。

公 告
人民法院报2017年2月10日（总第6916期）

本院于2017年1月12日立案受理申请人王莉萍申请宣告胡
秀芝失踪一案。申请人王莉萍称其母亲胡秀芝因患精神疾病于
2002年2月走失，至今下落不明。下落不明人胡秀芝应当自公告
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
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胡秀芝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
胡秀芝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
落不明人胡秀芝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太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6年 10月 21日立案受理申请人杨渊博申请宣告
王树梅失踪一案。申请人杨渊博称其母亲王树梅外出两年以上，
通过登报等方式寻找未果。下落不明人王树梅应当自公告之日
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
报的，下落不明人王树梅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树
梅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
明人王树梅情况，向本院报告。 [安徽]太和县人民法院

本院于 2017年 1月 6日立案受理申请人范利申请被申请人
王海霞失踪一案。申请人范利称，申请人儿子徐凡因交通事故死
亡后，其儿媳王海霞于2014年12月离家出走，一直未归。下落不
明人王海霞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
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海霞将被宣告失
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海霞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海霞情况，向本院报告。

[江苏]金湖县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曲士生申请宣告曲成加死亡一案，经审查，曲成

加 ，男 ，汉 族 ，1986 年 12 月 1 日 出 生 ，身 份 证 号
230811198612013817，住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建国乡黎明
村389号。2016年12月29日，曲成加随“辽大中渔运15108”号船
出海作业，1时半时许，该船在大连市旅顺外老铁山海域因主机
故障停泊，曲成加失踪，经搜寻无果。现发出寻人公告，希望曲成
加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员自即日起与本院联系。公告期间
为三个月，期间届满，本院将依法裁判。 [辽宁]大连海事法院

本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邱美云申
请宣告王凯伦失踪一案。申请人邱美云称，王凯伦（男，身份证
号：370785199310098119）系申请人之子，2014 年 2 月 26 日，王
凯伦随“鲁荣渔 2860”船从荣成市港口出发，2014年 3月最后一
次与家属联系，至今下落不明满二年，申请人申请依法宣告王凯

伦失踪。下落不明人王凯伦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王
凯伦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王凯伦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王凯伦情况，向
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邱美霞申
请宣告夏小龙失踪一案。申请人邱美霞称，夏小龙（男，身份证
号：370785199709258137）系申请人之子，2014 年 2 月 26 日，夏
小龙随“鲁荣渔 2860”船从荣成市港口出发，2014年 3月最后一
次与家属联系，至今下落不明满二年，申请人申请依法宣告夏小
龙失踪。下落不明人夏小龙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
申报本人具体地址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夏
小龙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夏小龙生存现状的人，应
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夏小龙情况，向
本院报告。 [山东]青岛海事法院

本院于2017年1月24日立案受理申请人金璟申请宣告公民
死亡一案。申请人金璟称，2014年7月21日15时20分许，金英华
乘坐浙AJW500小型越野车在西藏自治区波密县古乡岗云杉林
返回古乡巴卡村家族旅馆中因雨天路滑，乘坐车辆不慎坠入帕
隆藏布江中，致使金英华及其他两人坠入江中。经波密县公安机
关及当地政府多方搜救，均未找到金英华下落。2015 年 7 月 20
日，经波密公安局交通大队认定，金英华已无生还可能。下落不
明人金英华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地址
及其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金英华将被宣告死
亡。凡知悉下落不明人金英华生存现状的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一年内将知悉的下落不明人金英华情况，向本院报告。

[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

李明：本院执行的四平铁东德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四平市东星经贸有限公司、李明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始终无法
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吉 0303执 8号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廉政监督卡、执行裁定书。执行通知书
载明，责令你和四平市东星经贸有限公司自本通知送达之日起
即日内履行本院生效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1）给付四平市铁
东德丰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220万元及利息；（2）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3）负担案件受理费 24818元

及执行费。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
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吉林]四平市铁东区人民法院

李水龙、陈静：朱新誉申请执行李水龙、陈静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2016年10月14日江苏鑫洋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李
水龙、陈静名下所有的苏州市吴中区临湖镇东盛花园 32幢 208
室予以价值评估，评估总价值为人民币 1120049元，快速变现价
值为952042元，现予以公告。 [江苏]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汪志刚、雷忠英、张艳春: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本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0105执恢292号
之一执行裁定书及山东众合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众合评（鉴）
字（2016）第049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2016）鲁0105执恢292号
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张艳春名下的位于济南市
历下区中创开元山庄B2区4号楼1-501室房产（房产证号：济房权
证历第129958号）一套及济南市历下区中创开元山庄B2区4号楼
1-101室地下室（房产证号：济房权证历第129958号）。众合评（鉴）
字（2016）第0496号《房地产估价报告》主要内容为：被执行人张艳
春名下的，济房权证历第129958号房产项下，位于济南市历下区
中创开元山庄B2区4号楼1-501室房产一套及济南市历下区中创
开元山庄B2区4号楼1-101室地下室评估价值为305.12万元。如
你对上述评估报告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本公告之日起
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出。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 [山东]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汪志刚、雷忠英: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行与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本院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鲁0105执恢293号之一
执行裁定书及山东众合土地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众合评（鉴）字
（2016）第 0495号《房地产估价报告》。（2016）鲁 0105执恢 293号
执行裁定书主要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汪志刚名下的位于济南
市历下区环山路108号16号楼2305室房产（房产证号：济房权证

历字第162807号）一套。众合评（鉴）字（2016）第0495号《房地产
估价报告》主要内容为：被执行人汪志刚名下的，济房权证历字
第 162807号房产项下，位于济南市历下区环山路 108号 16号楼
2305室房产评估价值为 291.28万元。如你对上述评估报告评估
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本公告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书面提
出。本公告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山东]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
于喜英、张海、杨利军、王立军、大同市元亨汽贸有限责任公

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同分行
与你金钱给付纠纷执行一案，现进入执行程序，向你公告送达执
行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限你从公
告届满之日起，7日内来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自动履行
(2015)城民初字第 1439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义务，逾期本院将
依法强制执行。 [山西]大同市城区人民法院

四川博雅园科技有限公司、肖盛丽、陈俊、李华峰、杜金蓉、
杨丽、黄海：关于（2016）川 0116执 2670号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申请执行你们、杨静华借
款合同纠纷案，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依法委托四川海林房地产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对杨静华所有的位于东升街道紫东阁街号商业
用房进行评估。评估的有关情况如下：价值时点：2016年10月27
日。价值类型：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方法：比较法、收益法。评估
总价：1909100元。如对评估价值及评估方式有异议请于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本公告至登报（或张贴）之日
起满60日视为送达。 [四川]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

钟建平、阙桂兰：本院执行的林志福、文利华与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川 0107 执 772 号执行通知书，责令你们按照（2016）川
0107民初25号民事判决书确定的内容向申请执行人履行义务。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不履行，本院将依
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

郑伟：本院受理富登小额贷款（四川）有限公司崇州分公司申
请执行你、张久林、罗双强、成都益川钛制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执行中依法对被执行人你的房产予以评估，评估价值为
50万元。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评估报告，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四川]崇州市人民法院

袁忠正、刘晓梅：本院于2017年1月22日立案执行邓尚芬申
请执行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执行依据为（2016）川 0106民初

140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川0106执480
号执行通知书及选定评估机构通知书。以上文书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送达后如你们仍不按照生效法
律文书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

[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法院
潘印博: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郝文君申请执行你所有权纠

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2016）津 0103执 3111
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逾
期则即视为送达。逾期未到本院领取执行裁定书，本院将依法将
你名下天津市河西区大沽南路886号秋润家园6-3-201房屋单
方强制过户到郝文君名下。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天津得宝家居有限公司：天津海达家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诉你单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天津海达家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申请对你公司所有的坐落在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区海泰发展
六道 6号海泰绿色产业基地F座 6门 601室房产价值进行评估。
现通知你于本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第三日上午九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到本院司法技术辅助工作办公室（205室）参加选择评
估机构，逾期视为弃权，不影响评估程序进行。本公告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曹兴、新疆欧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兆亿商贸有限责任
公司：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李永魁与被执行人曹兴、新疆欧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疆兆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依法就本院查封的被执行人新疆兆亿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名
下位于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北区土地（证号为乌国用2007第0022576
号）进行了评估，评估总价格为17352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新疆宏昌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事务所作出的新疆宏昌（2016）
（估）字第00241号土地估价报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如有异议，应当在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交异议申
请书，逾期则视为对该评估报告无异议，本院将依法对上述土地进
行处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本院受理关文保、关虹霞、关文学、关文明申请宣告关文都
死亡一案，于2016年2月5日发出寻人公告，公告期间届满，关文
都仍下落不明，本案已审理终结，并于 2017 年 2 月 6 日作出
（2016）辽1011民特1号民事判决书，宣告关文都死亡。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 [辽宁]辽阳市太子河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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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因不良信用记录未获房贷
开发商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并支付违约金获法院支持

本报北京 2 月 9 日讯 （记者
罗书臻）今天，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
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建一受贿案，对
被告人徐建一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
十一年六个月，并处没收判决书所附
清单中的个人财产；对徐建一受贿所
得财物及孳息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经 审 理 查 明 ： 2000 年 至 2013
年，被告人徐建一利用担任一汽集团
副总经理、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吉林
市委书记，一汽集团总经理、党委书
记、董事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长春

市顺航运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强
等在企业经营、职务调整晋升等事项
上提供帮助，直接或者间接非法收受
他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1218.974万元。

北京一中院认为，被告人徐建一
的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徐建一到
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交代
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
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
部追缴，具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
节，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
作出上述判决。

收受财物共计1218万余元

一汽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徐建一一审获刑十一年六个月

本报温州 2 月 9 日电 （记者
余建华 通讯员 鹿 轩）浙江省温
州市鹿城区滨江街道灰桥有一处出租
房，存在消防安全问题，租客一家居
住在内不肯搬离，网格民警和街道工
作人员上门苦口婆心劝离，男子张某
竟抡起菜刀架在民警脖子处威胁。今
天，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宣
判了该起妨害公务罪案，张某被判有
期徒刑九个月。

今年 45 岁的张某在温州务工，
其一家人租住在温州市鹿城区高田路
某处一楼的房子内。2016年6月，房
东就找到张某，说房子存在安全隐
患，让他一家早点搬离为好，张某不
予理睬。

2016 年 10 月 27 日晚上 8 时许，

张某租住的房子所在处工作人员与民
警潘某等人联合在网格内开展消防检
查，张某居住的出租房被查出有消防
安全问题，检查人员要求张某一家限
期搬离。期间，张某的妻子与检查人
员发生争执。

“我脑子一热就把菜刀举了起
来。”张某在法庭上说。民警潘某回
忆，张某拿着菜刀架在他脖子处威
胁，随后，张某被检查人员制服。

鹿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以
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依法执行职务，其行为已构成妨害
公务罪。鉴于其坦白，可依法从轻处
罚，故而作出如上判决。

事发后，张某一家已搬离上述出
租房。

本报讯 重庆一房屋中介机构与
房屋卖方一天内先后签订两份合同，
因对中介服务费分别作出不同的约
定，与房屋卖方产生纠纷。该房屋中
介机构将卖方诉至重庆市北碚区人民
法院，要求卖方按照第一份合同的约
定支付中介服务费。近日，北碚区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这起居间合同纠纷
案件，判决驳回该中介机构的诉讼请
求。

2016年5月，重庆市民李某将自
己的房屋出售信息挂在网上和小区
内。7月某日，重庆某房屋中介机构
主动找到李某，与李某签订第一份合
同《房屋买卖承诺书》，约定由该中
介机构代理出售该房屋的条件之一为
出售价格45.3万元，若此房出售价高
于45.3万元，则高出的部分作为中介
机构的中介服务费。

当日，在签订 《房屋买卖承诺
书》后2个小时，该中介机构找到了
有意向购买李某住房的姜某，接着卖
方李某、买方姜某与该中介机构签订

《房屋买卖（居间）合同》，由姜某以
47 万元购买此房。在签订的这第二
份合同中，三方约定，中介服务费由
买方支付，卖方不承担。

该房屋买卖交易完成后，中介机
构按照第二份合同的约定向买方收取
了中介服务费0.94万元。

此后，中介机构认为，中介与卖

方签订过两份合同，虽然第二份合同
约定卖方不承担中介费，但是按照第
一份合同的约定，卖方李某应将实际
交易价格与承诺价格之间的差价 1.7
万元作为中介服务费支付给中介，遂
将卖方李某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房地产经纪
机构和房地产经纪人员，不得对交易
当事人隐瞒真实的房屋交易信息，
低价收进高价卖 （租） 出房屋赚取
差价。该中介机构与李某先后签订

《房屋买卖承诺书》《房屋买卖 （居
间） 合同》。两份合同文本均由该中
介机构提供，《房屋买卖承诺书》中
虽载明出售价高于 45.3 万元作为中
介服务费，但此后签订的 《房屋买
卖 （居间） 合同》 明确约定李某不
承担中介服务费。该中介机构作为
居间人促成合同成立后，应当按照

《房屋买卖 （居间） 合同》约定主张
报酬。该中介机构的诉讼请求，法
院不予支持。目前一审判决已经生
效。

法官提醒，房地产经纪机构和房
地产经纪人员应当为买卖双方的利益
考虑，向交易双方提供遵循公平原则
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合同文本，并有义
务提醒双方注意和说明，而不应该被
利益引诱，使当事人合法权益受到损
害。

（刘金丽 陶 艾）

不愿搬离危房 抡刀威胁民警
浙江一租户妨害公务获刑九个月

中介机构变相“吃差价”
诉请中介服务费被驳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