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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广告法制定
生效时， 房地产市
场远没有今天这般
火热， 故广告规制
甚少；21 年后的今
天， 伴随着房地产
市场翻天覆地的变
化， 房地产广告也

频“打擦边球”。尽管各地方有出台地方法
规或规章来治理房地产广告乱象，但在新

广告法之前，尚无国家层面的法律对房地
产广告进行规制。 新广告法第二十六条规
定：1. 房地产广告，房源信息应当真实，面
积应当表明为建筑面积或者套内建筑面
积；2. 不得对升值或者投资回报做出承
诺；3. 不得以项目到达某一具体参照物的
所需时间表示项目位置；4. 不得违反国家
有关价格管理的规定；5. 不得对规划或者
建设中的交通、商业、文化教育设施以及
其他市政条件作误导宣传。

2015 新《广告法》解读（15）

进一步规范了房地产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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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们们是是你你免免费费的的律律师师顾顾问问

父亲去世后留下房产，四兄弟姐妹
将继母诉至法院，要求继承亡父生前遗
产。 记者近日从北京顺义法院获悉，法
院驳回四兄弟姐妹的诉讼请求。

李家四兄妹共同诉称，他们母亲去
世后，2000 年， 父亲李某与继母张某再
婚。 婚后，两人于 2002 年购买了位于北
京顺义区某处的房产一套， 后父亲于
2014 年 2 月 3 日去世。现因房屋继承问
题，四兄妹诉至法院请求对父亲和继母
购买的房产进行分割。 张某辩称，她与
李老汉结婚后没有房子住，所以双方协
商买了房，婚后一直共同与她的孩子生

活， 李老汉的四子女基本不来探望他
们。 李老汉生前立有遗嘱，自愿将他的
份额由张某继承。 2011 年 4 月 3 日，李
老汉与张某签订赠与合同，将涉诉房产
赠与张某，并有二位邻居见证。

经法院审理查明，涉诉赠与合同两
位见证人均表示认可上述赠与合同及
其签名的真实性， 且李老汉在世期间，
四位子女基本不来看望老人。 法院认
为，该赠与合同，系赠与合同双方真实
意思表示， 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应当认定有效。 法院判决驳回李家四兄
妹的诉讼请求。 （京华）

山西煤炭商人吕某以某财经类媒
体报道内容不实侵犯其合法权益为由，
将对方和素材提供者武某诉至法院。 一
审法院判决武某承担侵权责任，武某不
服，提起上诉。 近日，北京一中院二审驳
回武某上诉，维持了判决。

2014 年 5 月，某财经类媒体刊登了
一篇题为《举报称晋商吕某豪赌欠债遭
追索》的报道。 报道中的主人公吕某认
为，该报道内容严重不实，其名誉受到
了损害，遂起诉至法院要求这家财经类
媒体和新闻素材的提供者武某道歉并
进行赔偿。 法院一审认为，该财经类媒
体尽到了审查义务没有过错，但武某构
成侵权，并一审判决武某向吕某道歉并

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 武某不服，上诉
至一中院。

二审期间，武某向法院提交了其举
报信的邮寄回执单、吕某经常出入澳门
出入境记录等新证据。 武某称，他并无
恶意诽谤吕某，不构成侵权。 吕某则对
武某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不予
认可。 一中院经过审理认为，武某称他
提供的线索主要来自百度快照和天涯
社区论坛，法院认为该线索来源所提供
的内容无法被证明为权威的或可信的
“事实”。 因此，一中院认为原审判决由
武某承担侵权责任并无不当。 综上，一
中院于近日驳回了武某的上诉，维持了
原判。 (京华)

婚房变“凶宅” 买主讨说法
老顾一直在帮儿子看婚房，挑来挑

去都没有找到合心意的房子。 一天，他
又去中介公司看房时，对店员介绍的一
处房子动了心，位置、价格、大小，怎么
看都满意。 老顾与卖家见面后，专门提
到房子是买给儿子当婚房用的，卖家承
诺， 房子绝没有任何不利于婚庆的事。
老顾又和卖家讨价还价了一番，最终买
下房子。 拿到钥匙，老顾开始忙着装修，
他在一次偶然中听说，前一年有一名老
人在这间房子里去世，死亡十多天才被
邻居发现，当时尸体高度腐烂，屋内一
片狼藉。 老顾到当地居委会、派出所一
打听，事情居然是真的。 老顾为此十分
堵心，多次找卖家协商解决，但一直未

果。 气愤之下，老顾将卖家和中介公司
告上法庭，认为卖家故意隐瞒房屋的重
大瑕疵，中介公司没有尽职调查，给自
己造成重大损失，请求法院撤销与卖家
的合同；卖家返还购房款 84 万元、房屋
过户费及税款等计 3 万余元；卖家按房
款的 10%赔偿违约金；中介公司返还中
介费 1.74 万元， 并按房款的 1%赔偿违
约金 8400 元。

庭审中，被告卖家辩称，双方签订
的房屋买卖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
示，签完合同后，他们已经按照约定交
房、过户，房子没有问题。 房屋中过世
的老人是心肌梗死，正常死亡，不是原
告听说的非正常死亡，“凶宅” 的说法
更属于封建迷信，不应得到法院支持。

被告中介公司则认为， 买卖双方
的购房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
表示，依法成立、生效，中介公司作为
中间人， 向买方提供了真实的房源信
息，指导买卖双方签订合同，并协助办
理了房产交易手续，促成合同的成立，
已经完成了所有的居间义务， 所以有
权拿到中介费。

隐瞒重要信息应退还房款
法院经审理查明，房屋买卖双方在

自愿的前提下， 签订了房屋购买合同，
买方支付了房款、 中介费和相关费用，
并已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 另查，确有
一名老人于前一年在本案涉诉房屋内
死亡，且未被及时发现，后因出现异味
经报警发现。 卖家承认在房屋交易过程
中未将老人在涉诉房屋内死亡的事实
告知买家，中介公司也表示卖家未向其
提及屋内曾有人死亡的事实。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隐瞒了曾
有人在屋内死亡这一重要信息， 导致
原告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
合同， 现原告方起诉要求撤销买卖合
同，法院予以支持。 合同撤销后，因该
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
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
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 本案中， 卖方应返还房
款，并支付原告所花费的相关费用，中
介公司应返还中介费； 对于原告主张
的违约金，因缺乏合同及法律依据，法
院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撤销原告
与被告卖家房屋买卖合同； 卖家返还
原告房款 84 万元， 赔偿原告过户费、
税款等 3 万余元； 被告中介公司返还
原告中介费 1.74 万元。

轿车当牵引致人伤亡
保险公司能拒绝理赔吗？

邱先生问：我把小轿车当作“牵引
机”拉直钢筋，期间由于钢筋突然脱落
击伤路人胡某。 请问，保险公司有权拒
绝理赔吗？

解答：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 首
先，本案不属于交通事故的范围。 一方
面，你用小轿车牵引钢筋，虽然发生在
道路上，但目的只是为了将钢筋拉直，
而不是由一地前往另一地， 你的行为
并非行驶。 另一方面，你的行为并非运
输。 机动车交通运输是指对人或物的
载运和输送， 即只有在使用机动车发
挥对应的运输功能时， 才能被视为交
通工具。 而你只是把小轿车作为“牵引
机”来拉直钢筋，并不是发挥其运输功
能， 故当时的小轿车只是一种动力作
业工具而不是交通工具。

其次 ，根据 《保险法 》第 52 条规
定：“在合同有效期内， 保险标的的危
险程度显著增加的， 被保险人应当按
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 保险人
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
除合同。 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当将已
收取的保险费， 按照合同约定扣除自
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
止应收的部分后，退还投保人。 被保险
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知义务的，因
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
的保险事故， 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
金的责任。 ”你将本应用于运输的小轿
车，当作“牵引车”进行冒险作业，增加
了道路交通事故之外的显著危险，却
既没有告知保险公司， 又没有取得保
险公司的同意， 侵犯了保险公司是解
除保险合同还是增加保险费的选择
权，主观上存在重大过错，保险公司有
权拒绝理赔。

为继承亡父房产状告继母
法院认定遗嘱和赠与合同有效，四兄妹诉讼请求被驳

提供内容无法确证“事实”
新闻线索提供者武某被判侵权

买婚房后才知屋内曾有人死亡，买主讨
说法，法院判卖家退还房款

隐瞒重要信息应担责

据本案承办法官介绍， 当事人订
立、 履行合同， 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
则，遵守社会公德。 房屋买卖属于生活
中重大事项的交易， 与房屋有关的相
关信息应当予以披露。

本案中，房屋因散发恶臭味，被邻

居报警才发现有人在屋中死亡。 房屋
本身的使用价值虽未因此受到影响，
但原告方购买该房屋系用作婚房，该
信息的披露与否对原告方是否购买该
房屋及房屋的价格有重要影响。 被告
方向原告隐瞒了这一重要信息， 导致

原告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
了合同。 现原告方发现该事实，向法院
起诉要求撤销房屋买卖合同， 法院应
当予以支持， 中介公司收取的中介费
也应返还。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北方）

隐瞒重要信息应担责
法官
说法

一市民通过房屋中介帮儿子
买婚房，成交后才得知，该房内曾
发生过“晦气事”，一名老人死
亡后， 直到尸体散发恶臭才
被邻居发现。 好好的婚房蒙
上了“凶宅”的阴影。 为讨个

说法， 该市民将卖家和
中介公司 告 上 法

庭。天津南开法院
经审理， 判决撤

销涉诉房屋买
卖合同。

重庆北碚一男子染上毒品，
吸光自己的所有积蓄后，向白发
苍苍的老母要钱未果，一怒之下
竟然放火烧毁母亲房屋，并波及
周围邻居。 消防官兵接群众报警
后赶到现场后将大火扑灭 。 近
日，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对徐
飞涉嫌放火罪一案作出判决，判
决徐飞犯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
六年六个月。

毒瘾男子火烧房子
2013 年 9 月，徐飞因犯盗窃罪被北

碚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2014 年 2
月 14 日刑满释放。 徐飞从监狱刑满释
放后回到北碚区，在母亲与姨妈共有的
北碚区鱼塘湾的房屋内居住。 此后，徐
飞多次找到母亲要钱购买毒品吸食，其
母无力负担，予以拒绝。 被告人徐飞心
生不快遂意图放火报复。

2014 年 2 月 26 日， 徐飞在厨房燃
气灶上将一沓传单纸点燃并拿回其卧
室，后其将燃烧的传单纸放到自己床下
将床铺点燃，致床铺起火、火势蔓延，进
而烧毁房屋内的家电、家具等物，并致
房内冰箱起火爆炸。 同时，大火窜烧还
造成鱼塘湾周围邻居四家住户房屋内
家电、家具、门窗等物不同程度毁损。 后
附近群众报警，消防官兵赶到现场后将

大火扑灭，公安民警赶到现场后将被告
人徐飞带回公安机关调查。

刑满释放五年内又犯
经重庆市北碚区公安消防支队认

定： 火灾共造成直接财产损失 95654.4
元。

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鉴定：被告
人徐飞无精神病，其案发时具有完全刑
事责任能力。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徐飞放火焚
烧公私财物。 危害了公共安全，其行为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一
十四条之规定，应以放火罪追究其刑事
责任。 同时，被告人徐飞还具有累犯应
当从重处罚的情节。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徐飞放
火焚烧公私财物，危害公共安全，其行
为已构成放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
成立。 对被告人应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 被告人徐飞在刑满释放后五
年内又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之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综
上，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
和社会危害程度，遂作出如上判决。

法官说法
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私财
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是危害公共
安全罪的具体罪名之一。 我国《刑法》第
六十五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
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
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
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 前款规定
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
释期满之日起计算。 ”第六十六条规定：
“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
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
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 ”

本案被告人曾经因犯盗窃罪被法
院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 ，2014 年 2 月
14 日刑满释放后，五年内又犯应当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对自身受到的
法律制裁毫不畏惧、 社会影响较坏、情
节严重，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

(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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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歌 手 抢 劫
5000 元被判 5 年》 的新
闻让不少读者深感刑法
的威严，而 5 年的有期徒
刑 让 大 家 关 注 到 一 名
词———“累犯”。 本期精
选出一些案例与大家一
起来了解什么样的情况
算累犯？ 构成累犯有什
么法律后果？

因容留两名未成年人在足浴店进行
卖淫活动，陕西咸阳市三原县一男子近日
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
金 5000 元，而此前该男子曾因故意伤害、
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

90 后男子岳某只有小学文化， 平时
在三原县城一家足浴店工作。 2015 年 6
月 22 日晚， 两名陌生男子来到岳某所在
的足浴店进行嫖娼，由于当时两人未看上
该店内的女青年，岳某随即打电话给另一
家足浴店的工作人员，让对方叫两名女青
年前往他们店内。

接到岳某电话后，对方店员安排两名
年龄均为 17 岁的女子冯某、 刘某到岳某
的足浴店。 岳某容留两名女孩在店内与
“客人”发生关系，并分别收取嫖资 100 元
和 150 元。 拿到嫖资后，岳某扣除每人 40
元后，剩余嫖资交给两位女孩。

经查，在 2010 年，刚满 18 岁的岳某因
故意伤害罪被三原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 8 个月，缓刑 1 年。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2013年，岳某又因贩卖毒品罪，被三原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并处罚金 1000元。

2015 年 7 月 7 日至 22 日， 因容留、

介绍他人卖淫，岳某被三原县公安局处以
行政拘留十五日。

法院审理认为， 岳某介绍他人卖淫，
并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的行为已触犯《刑
法》 相关规定， 构成容留、 介绍卖淫罪。
2013 年 10 月 15 日， 刑满释放后五年内
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构
成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其容留、介绍
未成年人卖淫， 量刑时可适当从重处罚。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 岳某因构成容留、介
绍卖淫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 5000 元。 （华商）

编者按

法律小知识
所谓累犯， 是指受过一定的

刑罚处罚， 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
免以后， 在法定期限内又犯被判
处一定的刑罚之罪的罪犯。 累犯
分为一般累犯和特别累犯两种。

1、一般累犯：是指被判处有
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
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 在 5
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
以上刑罚之罪的犯罪分子。

2、特别累犯，是指因危害国
家安全罪、恐怖活动罪 、黑社会
性质的组织犯罪受过刑罚处罚，
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后，在任
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
犯罪分子。

歌手抢劫5千被判5年
因系累犯被法院从重处罚

介绍未成年少女卖淫
90后男子累犯获刑两年六个月

刑满释放男子染上毒瘾

索钱不成放火报复母亲
法院：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辽宁人王磊是同北京鼎龙盛世文化
传媒公司签约的一名歌手， 因在朝阳区
一高档小区地下车库抢劫一女子 5000
元，且因累犯，记者 1 月 11 日获悉，北京
市朝阳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判处王磊有期
徒刑 5 年。

受害人指认嫌疑人“肚大”
据检察院指控 ，2013 年 12 月 15 日

18 时许，在三里屯富力爱丁堡 C 座地下
二层停车场电梯间内， 王磊持碎酒瓶从
38 岁的高女士身上抢走 5000 元现金。 庭
上，王磊不认罪，辩称自己没有到过案发
地点，也没抢劫。

据高女士陈述，事发当晚，她一人开
车进入地下二层车库，停好车后，她发现
距车尾几米远的地方站着一男子， 她当
时也没在意。 进电梯时，那名男子也跟着

她进电梯，并从身后拿出一碎口的玻
璃酒瓶，另一只手挡脸，高女士忙向
后退。 该男子说：“你要钱还是要

命，把钱拿出来。 ”高女
士从挎包里拿出钱
夹， 将约 5000 元现
金交给该男子，那男
子说“别报警”，然后
转身就跑了。

高 女 士 随 即

报警，并向警方讲述抢劫男子特征：30 岁
左右，说普通话，身高约 1.72 米，肤白，短
发，体胖，肚子很大，圆脸，上身穿白色运
动衣，肚子露在外面，黑色运动裤，脚穿
白色运动鞋。

在辨认时， 高女士指认称王磊的肚
子与当时抢劫的男子相似， 而胡先生也
辨认出王磊即是在小区地下停车场来回
溜达的男子。

视听资料显示了 2013 年 12 月 15 日
18 时 38 分，王磊在地下车库及其回宾馆
沿途的行为情况。

否认抢劫不敌完整证据链
在接受公安讯问时， 王磊曾供述称

2013 年 9 月来北京找工作，2013 年 10 月
签约了北京鼎龙盛世传媒有限公司做歌
手。 来京后，住在朝阳区三里屯金泰之家
聚隆宾馆，一直没挣到钱。 到京后，王磊
还给了一传媒公司 5.2 万元，吃饭、住店
花掉了 2 万到 3 万元， 这些钱都是他兑
掉在老家的酒吧得来的。

王磊被抓获时身上只有 500 元钱 ，
他说已记不清案发当日的活动情况了。

王磊当庭辩解， 案发当天没有去过地
下车库， 不知道为什么证人能够辨认是自
己。 王磊承认聚隆宾馆的录像中进出的人
是自己， 但又否认地下车库录像中的人是

他，王磊最后说，“我脑子有点混乱。 ”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案中，高女士的

陈述、证人证言、辨认笔录、视听资料、物
证检验意见书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并
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认定王磊到过案
发现场，并实施了抢劫行为。 王磊曾因故
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刑罚执行完毕
后 5 年内再犯，是累犯，应从重处罚。 最
终，法院以犯抢劫罪判处王磊有期徒刑 4
年 3 个月，罚款 5000 元；因与辽宁省锦州
市凌河区法院以犯故意伤害罪判处王磊
有期徒刑 1 年半并罚， 决定执行有期徒
刑 5 年，罚款 5000 元，并责令王磊退赔高
女士5000 元。

◎被告人前科
因寻衅滋事，2005 年 5 月 9

日，被辽宁省葫芦岛市劳动教养
管理委员会劳动教养一年；

2010年 12月 15日被辽宁省
葫芦岛市中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2013年 4月 17日，被辽宁省
兴城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半年；

因犯故意伤害罪， 在 2014
年 9 月 17 日被辽宁省锦州市凌
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 年半，刑
期至 2015 年 10 月 5 日。（京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