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4月16日 星期二

编辑/林声蛟 校对/张悦 版式/陈艳05 法律服务 FAZHISHIBAO

咨询邮箱咨询邮箱：：fzsbfzsb888888@@163163.com.com

法法
律
咨
律
咨
询询

台台

夫妻共立遗嘱，
一人能否更改？

琼海朱先生问：我父母曾立下遗嘱将遗产留给我们姐
妹，并在条款中约定任何一方不得更改遗嘱。父亲去世后，
母亲又想把遗产全留给姐姐，请问，这份遗嘱是否可以更改？

答复：夫妻共同订立了遗嘱，一方去世后另一方修改遗
嘱，特别是在有约定任何一方不得更改的情况下修改，其法
律效力在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争议很大。为避免引起将来
不必要的继承权纠纷，造成亲人之间反目，修改共同遗嘱应
慎之又慎。由于遗嘱中已强调了任何一方不得更改遗嘱，则
任何一方都不能单方否定这一共同行为。同时，你父亲已去
世，其所有的财产已发生了继承的法律效力，你母亲对那部
分财产的分配更无权作出修改。由于共同遗嘱涉及的问题
和争议很多，建议还是不要修改为妥。

签了仲裁协议，
是否不能起诉？

五指山袁先生问：我和某公司签了一份合同，最近发生
一些争议，我想起诉对方，但他们说这事只能仲裁，我这才发
现当初签订的合同中勾选了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方式。请问
仲裁的结果和法院的判决效力相同么？如果不服仲裁结果，
我还能向法院提起上诉么？

答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及《仲裁法》规定，如合同
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则与该合同有关的纠
纷应当通过仲裁途径解决，人民法院对此不再享有管辖权。
既然你和对方签订的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那么此事就只
能通过仲裁进行裁决。

仲裁的审理、裁决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则等与法院不
尽相同，另外，我国仲裁采用一裁终局制，即一旦仲裁委员会
作出裁决即为终局裁决，不可上诉。

《仲裁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撤销裁决：（一）没有仲裁协议的；（二）裁决的事项不
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三）仲裁
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四）裁决所根据
的证据是伪造的；（五）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
的证据的；（六）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徇私舞弊，
枉法裁决行为的。

楼上铺地热导致楼板破损穿孔

大连的韩女士在大连旅顺开发区金荣
街一栋楼的 3 楼买了一套房子，杨女士是 4
楼的邻居。2017 年 6 月 26 日，杨女士先办理
了入住手续，随后找到一家装修公司开始对
房子进行装修。装修公司铲地面铺地热时，
造成三四楼之间的楼板损坏。韩女士称，自
家房子主卧、阳台两处天花板原有的内嵌钢
筋裸露在外，楼板遭受严重破损并穿孔，部
分混凝土块悬空。

韩女士称，楼板损坏后，杨女士并未告
知过自己或物业公司，反而继续进行装修施
工，并试图对穿孔处用水泥等材料予以封
堵。韩女士认为楼板损坏已经严重影响到
了房屋的正常使用，于是她通过物业公司找

到杨女士要求协商解决。
杨女士同意赔偿韩女士 2000 元，但不

能满足韩女士的要求，因此双方对赔偿事宜
未达成一致意见。

修复费787元鉴定费5.45万元

韩女士认为，根据物权法第七十一条、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住宅室内
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五条等规定，杨女士的
装修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
并对自己造成了损失。

韩女士将杨女士起诉到旅顺开发区法
院，要求对方对损坏的楼板进行修复，同时
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鉴定费。

案件审理过程中，韩女士申请对楼板的
损害范围、损害程度、修复方法及修复费用
进行鉴定。一审法院通过大连市中级人民
法院委托大连博爱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
该鉴定中心称委托要求超出机构鉴定能力，
致使鉴定工作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下发终止
鉴定告知书。

随后，一审法院通过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委托大连理工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
定，该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两处受损
楼板的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并给出了修复
方案。同时中诚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对修复费用出具鉴定意见书，确定楼板的修
复费用的工程造价为 787 元。

经认定，鉴定费用总和为 5.45 万元，其
中大连理工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费用构
成为构件安全性鉴定 4.5 万元，修复方案鉴
定 5000 元；另外鉴定过程中 500 元搬砖费也
属鉴定费用；中诚信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修复费用鉴定费 4000 元。

法院判鉴定费由三方分担

一审法院认为，韩女士的房屋因他人原
因造成损失，依法有权获得赔偿。但当侵权
人同意赔偿的数额多于实际造成损失的数
额时，因权利人不予接受而产生的其他费用
不宜由侵权人全部负担。

因杨女士要求第三人大连嘉能建筑装
饰工程公司（下称嘉能装饰）铲地面铺地
热，第三人在施工过程中造成楼板受损是韩
女士遭受损害的直接原因，杨女士应就其私
自改造供热管道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第三
人应就施工不当的过错承担赔偿责任，综合
考虑本案案情，杨女士应承担 40％赔偿责
任、第三人承担 60％。

关于鉴定费用负担方面，因杨女士及第
三人给韩女士造成的损害经过鉴定机构确
定的修复费用仅需 787 元，小于杨女士在损
害发生后同意支付的数额，因此全部鉴定费
用要求杨女士负担并不妥当。但又因为韩
女士楼板损害是由杨女士及第三人的行为
造成，韩女士并非无缘由对安全性提出质
疑，虽然鉴定意见为承载力满足设计要求，
但由此产生的鉴定费用全部要求韩女士自

行承担亦有失公允，因此法院依据公平原则

合理要求各方分担鉴定费用。

法院认为，邻里之间应互谅互让，和睦

相处。对簿公堂虽能达到原告方要求侵权

方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目的，但邻里之间亦

均付出了较高的诉讼成本。

据此，旅顺开发区法院一审判决：杨女

士支付韩女士楼板修复费用 314.8 元；第三

人嘉能装饰支付韩女士楼板修复费用 472.2

元；案件受理费 100 元，鉴定费 5.45 万元，合

计 5.46 万元，由韩女士负担 26750 元，杨女

士负担 11140 元、嘉能装饰负担 16710 元。

一审宣判后，韩女士、杨女士均提出上

诉。韩女士认为，杨女士、嘉能装饰在装修

过程中确实对自己的房屋使用造成了影响，

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鉴定无论收费多

少，都是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不得不支

出的成本，理应由杨女士、嘉能装饰承担。

杨女士请求改判由韩女士、嘉能装饰承担鉴

定费用，由嘉能装饰承担案涉修复费用。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根据双方各自

应承担的责任，从公平原则考虑对鉴定费用

所确认的各方分担比例亦无不当，因此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 （半岛）

行车发生纠纷
逆行撞飞“的哥”

北京一男子犯故意
伤害罪获缓刑

2018 年夏天，北京西城区阜成门外大

街发生的一起纠纷备受社会关注。一名奥

迪轿车司机与出租车司机发生行车纠纷，出

租车司机持械砸奥迪轿车玻璃，奥迪轿车司

机掉头逆行将出租车司机撞飞。北京法院

裁判文书网近日公布了这起案件的判决书，

奥迪轿车司机刘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西城

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缓刑2年。

行车发生纠纷

这 起 纠 纷 发 生 在 去 年 7 月 31 日 中
午。在阜成门外大街，一名奥迪轿车司机

和出租车司机发生行车纠纷，出租车司机

从后备箱中拿出一根管状器械，冲过去砸

奥迪轿车的玻璃。奥迪轿车立即开走，现

场一名女子情绪激动地叫喊：“我孩子在

车里，你砸车是吗！”很快，奥迪轿车逆行

返回，撞向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被撞

飞起，越过中间几辆车，落在几米外，坐在

地上浑身是血。那名女子抱着个小女孩

匆忙跑到路边，路边的目击者不禁埋怨：

“ 别 了 一 下 的 事 非 得 搞 大 ，再 把 孩 子 吓

着。”女子回应：“我孩子在车里呢他砸我

们车。”事发后，奥迪轿车司机刘某被警方

刑事拘留，后被提起公诉。

法院的判决书中显示，31 岁的刘某是
一家公司的销售经理。他驾车撞击出租
车司机王某，造成王某右侧肱骨大结节骨
折、两根肋骨骨折、双肺挫伤、胸腔积液、
左侧眼眶内壁骨折、全身多发皮肤裂伤等
伤情。经鉴定，王某所受损伤程度为轻伤
二级。

刘某撞人的动机在判决中并未体现，
不过公诉机关和刘某的辩护人都提到，出
租车司机王某有一定过错。

犯故意伤害罪获缓刑

法院审理后认为，公诉机关指控刘
某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刘某在明知他人
报警的情况下在现场等待，具有自首情
节，当庭能够认罪、悔罪，且赔偿了被害
人的经济损失并取得谅解，可依法从轻
处罚并适用缓刑。最终，法院以故意伤
害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缓
刑 2 年。 （北晚）

楼上铺地热损坏楼板
楼下维权花“天价”鉴定费

法院判鉴定费由原、被告以及装修公司三方分担

楼上居民家装修铺地热，损
坏楼板，住在楼下的居民

诉讼维权。经鉴定，楼板修复费用
为 787 元，而鉴定费花了 5.45 万元，
几乎是修复费用的70倍。“天价”鉴
定费应由谁承担？ 近日，辽宁省
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
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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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买房前没查征信

张利是个 80 后，大学毕业后在济南就
业。由于自己的工作单位在市中区，就想就
近买一套大一点的住房，终于在中介的介绍
下，找到了一处合适的住房。

刘森和王红夫妇俩的儿子在国外定居，

夫妻俩商量着把国内的房子卖掉搬到国外与
儿子同住。于是刘森和王红将房屋信息委托
给了中介，没过多久，他们就收到消息。

双方见面后，很快达成了合同约定。合
同上标明，双方在合同签订当日，张利支付
定金 2 万元，而刘森和王红把房产证和合同
等相关资料原件交给中介保管，用于办理后
续手续。此外，双方同意通过银行按揭贷款
的方式付款。如果张利在贷款资料均齐全
的情况下，因自身原因导致贷款手续无法办
理，应在接到银行通知之日起 60 日内一次性
交齐该房款，否则属违约。

双方约定，张利于产权过户当日支付 67
万元（含定金）作为首付款，剩余尾款150万元
于银行发放贷款之日由银行直接支付。按照
合同约定，在合同存续期间，张利反悔不购买
房产或因其原因导致违约，则刘森有权单方面
解除合同，同时张利应按照合同约定总房款的
20%向刘森一方支付违约金。

刘森和王红把房屋钥匙交给了张利，张
利心满意足地住了进去。

刘森夫妇俩本以为房子的事情就此落
定，正准备办理签证出国与家人团聚。

然而，8 个月后，张利却搬了出来，并把
房屋钥匙归还了刘森。这期间发生的事情，
可以说是双方始料未及。

因征信问题贷款被拒无力购房

原来，在合同签订后，张利的确向刘森

和王红支付了定金 2 万元，并支付首付款

27.5 万元，剩余房款始终未支付。刘森和王

红多次催促张利付剩余房款，张利在无法付

款的情况下，提出已无力购买这一套房屋。

中介机构组织双方协商解决房屋买卖事宜，

张利再次表示，因个人征信问题无法办理贷

款，因此无力购买此房。

无奈，刘森和王红只能起诉到了济南市

市中区法院。他们表示，涉诉合同无法继续

履行，是张利未能如约支付购房款，逾期超

过 30 天，应由张利承担违约责任，支付违约

金 43.4 万元（21.7 万元×20%）。

判决
未履行付款义务系违约，

应承担总房款20%的违约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张利在法定期限内

未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依据的事实和理由

提出答辩意见，也未在指定的期限内向本院

提出反驳证据，所以法院对原告提交的证据

予以采信。原、被告及中介签订的《房产买

卖合同》系各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该合

同合法有效，合同各方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

各自义务。综合两原告提交的证据，可以证

明被告未按《房产买卖合同》履行付款义务，

且逾期超过 30 天，按照合同约定两原告有权

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被告承担总房款 20%的

违约金，中介公司对解除合同事宜无异议且

表示同意，故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清楚，理
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法院判决该《房产买卖合同》解
除。被告张利向原告刘森、王红支付违约金
43.4 万元。

法官提醒
想贷款个人征信不可疏忽

负责审理该案的市中区人民法院郁文

莉法官在谈及这个案例时说，“在这起纠纷

中，张利忽视了个人征信，再加上没有仔细

阅读合同，结果造成了连环违约。白忙活一

场，房子没买成，自己还搭上了 40 多万元。”

在现实生活当中，因忽视个人征信导致违约

的情况屡见不鲜。随着 2013 年《征信业管理

条例》的颁布，国家逐步完善了个人征信体

系。根据《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

行办法》规定，个人信用信息包括个人基本

信息、个人信贷交易信息以及反映个人信用

状况的其他信息。今后，个人的金融活动乃

至其他公共行为都应当注意，特别是一些逾

期还款行为都将成为信用不佳的记录。

郁文莉提醒，购房前最好提前查询个人

征信情况。如果没有时间去银行，可以注册

登录中国人民银行的个人征信网站，提交申

请后可获得提供个人征信报告。根据最新

的政策，夫妻一方贷款的，还要审查另一方

的征信。 （法日）

下载转发暴力恐怖视频
唐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获刑

明知是暴力血腥、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音频视频
资料而非法持有，并通过手机微信转发供他人浏览，日前，安
徽省池州市中级法院审理这起案件，被告人唐某犯非法持有
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免于刑事处罚；犯宣扬恐怖
主义、极端主义罪，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并处罚
金 5000 元。

2014 年左右，被告人唐某使用电脑浏览“爆血深秋吧”的
百度贴吧，其出于好奇通过相关链接下载并观看“残酷的马
拉尼昂监狱（2）”，时长 1 分 11 秒；“伊拉克道路上的恐怖”，
时长 1 小时 2 分 21 秒；“在伊拉克 1”，时长 23 秒等宣扬恐怖
主义的暴力恐怖视频。还通过手机下载并观看了 1 部时长
为 2 分 46 秒宣扬恐怖主义的暴力恐怖视频。唐某将上述视
频分别保存在电脑和手机中，直至案发。

2018 年 7 月 9 日晚，被告人唐某使用手机，通过 hanq-
ing1986 的微信号，接收微信好友发送的 11 段宣传恐怖主义
的暴力恐怖视频，并于 7 月 9 日晚和 10 日晨将其中 2 段视频
转发至拥有 264 名成员的“新爆血深秋吧”微信群中。经池
州市公安局反恐支队审读，上述涉案视频均为宣扬恐怖主义
视频。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唐某法制观念淡薄，明知是载有
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视频资料而非法持有，其行
为已构成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其通过
微信发送载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视频资料，其行为
又构成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罪。依照《刑法》相关规定，
遂作出上述判决。 （中法）

张女士因给乘客让座摔伤，和公交公司
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遂将公交公司诉
至法院。近日，北京市通州区法院审结此
案，判令公交公司赔偿张女士各项损失 4 万
余元。

张女士在乘坐公交车时，因给乘客让座
摔伤，导致颈部软组织损伤，无骨折脱位型
颈髓损伤。事后，张女士被送往医院救治，

公交公司垫付了相关手术费用。
但双方就后期费用赔偿事宜协商未果，

张 女 士 认 为 公 交 公 司 应 承 担 全 部 赔 偿 责
任。公交公司则认为，事发时公交车行驶较
为平稳，未见紧急制动或其他异常情况，系
张女士让座时双手未能及时扶住车内扶杆，
失去平衡摔倒，双方应负同等责任。

双方就赔偿事宜无法达成一致，张女士

将公交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 5
万余元。

庭审期间，公交公司为证明其主张提供
了事发时车内监控视频，该监控视频显示，
乘客上车后未坐稳前公交车起步并出站，张
女士坐在车辆右侧第二排靠过道的位置，有
新上车乘客欲入座张女士靠里的位置，张女
士遂手扶前排座椅后背起身给乘客让座，后

突然摔倒。
近日，通州区法院审结此案，判令公交公

司赔偿张女士各项损失4万余元。
法官表示，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中旅

客的伤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伤亡是旅客
自身健康原因造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
是旅客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根据本
案查明的事实，在张女士摔倒前后该车辆无
紧急加速、制动或剧烈摇晃等情况发生，但
公交公司未就张女士受伤系其故意或重大
过失所造成提供证据证明，即张女士在乘坐
公交公司的公交车中摔伤，公交公司不能举
证证明免除其承担责任的法定情形，公交公
司应对张女士由此造成的合理损失承担损
害赔偿责任。 （法日）

乘客主动让座意外摔伤
公交公司被判担责赔偿4万余元

没查征信买房没成赔了40万
法官提醒：想贷款个人征信不可疏忽

两人跨省宣扬邪教
分别获刑3年并处罚金

近日，江西省吉安县法院审理一起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
律实施案，被告人王某娥、黄某花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
实施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并处罚金 5000 元。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某娥分别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
2017 年 9 月 8 日、2017 年 10 月 18 日三次因传播“主神教”邪教
活动，被赣州市上犹县公安局分别处以行政拘留三次。2017
年 4 月 11 日，被告人黄某花因传播“主神教”邪教活动，被湖
南省汝城县公安局处以行政拘留。2018 年 7 月 20 日，被告人
王某娥、黄某花来到江西省遂川县左安镇扬芬村黄某兰、黄
某凤等人家中再次向村民传播“主神教”，称信奉“主神”可以
祛病消灾保平安，不信就会遭到报应，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
动。同时，公安机关对王某娥、黄某花身体及随身携带的物
品进行检查，在两人的包内缴获记载“主神教”教义的笔记
本、信纸、小册子等物品，并依法予以扣押。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娥、黄某花曾因从事邪教活
动两年内受过行政处罚，现又从事邪教活动，其行为已构成利
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据此，遂作出上述判决。（中法）

几年前，山东济南市民张利
通过中介看上了位于济

南市中区的一套房屋，房主是刘
森和王红夫妇俩，房屋总价款为
217 万元。张利觉得房子位置好
价格也合适，双方很快签订了《房
屋买卖合同》。可这房子住了 8 个
月，张利反悔了，最终房子没买
成，自己还赔了40多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