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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房7年
原户口仍不迁出

构成违约，法院判原房
主赔10万元违约金

买房 7 年，原房主和家人的户口还一

直留在房子里未能迁出，武先生无奈将 64

岁的原房主王先生告上法院，索要违约

金。近日，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线上开庭审

理此案。被告王先生表示，其在北京已无

房产，确实无处落户。法院当庭判决王先

生向武先生支付截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前

的逾期迁出户口违约金 10 万元。

武先生向法院起诉称，2013 年 6 月，

他以总价 327 万元的价格购买了被告位于

北京市朝阳区南十里居的住宅一套。房

屋买卖合同约定，被告应当在房屋所有权

转移之日起 240 天内办理户口迁出手续，

逾期未迁出的，自逾期超过 30 日起，被告

应当按日计算向原告支付购房款万分之

五的违约金。

2017 年 8 月，当武先生为新生儿办理

落户手续时发现，被告及其家人的户口一

直未从房屋内迁出。武先生无奈起诉，要

求被告依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为 30 万元。

对于未能将户口迁出的原因，被告王

先生表示，卖房时他已快退休，妻子也不

上班了，他们夫妻俩就在北京市昌平区购

置了一套木屋。买木屋时，王先生专门问

过开发商能否落户，开发商告知没问题，

但入住后却发现，木屋不能落户。后来木

屋因系违章建筑被拆除。王先生表示，他

和爱人、亲属在北京已无住房，无法将户

口迁出，现在他们一直在上海居住，也在

等解决办法。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案房屋买卖合

同的签订系被告真实意思表示，其作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知悉自己所签合

同的法律后果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被告未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将原有户口

迁出的行为构成违约，应承担相应的违

约责任。

关于违约金的数额被告认为过高，法

院综合考虑合同的履行情况、被告的过错

程度及预期利益等因素，酌情确定被告应

支付原告截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前的违约

金 10 万元。法院同时表示，日后被告若仍

未将户口从涉案房屋内迁出，原告仍可以

向被告继续主张违约金。据此，法院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北晚）

因工作变动，
预付停车费能退吗？

海口许小姐问：今年 1 月初，我预付了今年 2 月到 6 月
共 5 个月的停车费。因疫情原因我不能复工，导致工作变
动，因此我在该车位停车还不到 1 个月。3 月初，我申请退
回未发生的 3 个月预付费用，停车公司以服务条款写明，预
付费不论何种原因一律不退为由，拒绝退款，经 12315 投诉
协调也无效。请问，这种情况下法律是否支持退回未发生
的预付款？

答复：因工作变动原因而申请退还预付费用，有一定风
险。

对个人来说，根据公司或个人需要变动工作单位或工作
地点是常规事项，因此，在你预付停车费时，是可以预见到工
作变动的风险变数。

此外，停车公司在服务条款中也与你就预付费不退换达
成协议，现你以工作变动为由主张退还已支付的预付费，即
将自身风险转嫁给停车公司，对停车公司不公平。

鉴于你的工作变动系因疫情的客观因素引起，建议你与
停车公司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协商停车费问题。

个人电脑在办公室被盗，
单位该负责吗？

洋浦唐先生问：前几天我下班时笔记本电脑放在办公室
的办公桌上没带走，由于我还在试用期，工作用的是自己的电
脑。第二天上班，我发现电脑不见了，监控显示，有一男子进
了公司，翻了好些电脑后把我的电脑放在衣服里带走了，当时
公司还有人，但都没注意到这个情况。目前我报警了，已经立
案。老板说，这件事公司没责任，只能补贴我500元。请问，我
用于办公的电脑在办公室丢了，公司没有责任吗？

答复：通常情况下，公司对员工的私人财物并无看管、保
管义务，且这种情况的直接侵权人不是公司，因此你要求公
司承担所有赔偿责任对公司来说是不公平的。当然，鉴于公
司未给你提供电脑，你为了履职而使用私人电脑的事实，可
以认定你的电脑被盗与公司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同
时，公司作为用人单位，也应为员工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若
公司有保安岗位，却未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则公司也是有过
错的。你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公司主张赔偿，但公司仅能在
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女孩带着 2 条贵宾犬租

房，留下一地狗屎被诉

95 后的小姚是一位养狗爱好者，养了 2
条贵宾犬。2019 年 5 月，小姚带着 2 只狗狗
租下了陈大伯家二楼新装修的房子。没过
多久，狗狗又生下了一窝小狗。这窝小狗的
出生，增加了小姚照顾狗的负担，渐渐的，她
对出租屋的卫生等事情就越来越力不从心，
屋内卫生状况一天天开始恶化。

8 月的一天，小姚外出没有回来，由于
正值盛夏，小狗没有人照顾，结果一条狗就

死在了里面。
因为房间里的狗屎、狗尿没有及时清

理，又刚好是夏天，房间内传出阵阵恶臭。
陈大伯发现后开门进入，便看到了让他生气
又惊讶的一幕：房间内到处都是狗屎、狗尿，

甚至连床上、柜子里都有，连那条死去的狗
也还躺在地上，房间里到处都是苍蝇、蛆虫，
墙体发黑、发霉。

看着刚装修完不久的房子变成了这个
样子，陈大伯气不打一处来，当即要求小姚

搬出房子，并要求小姚清理房间。此后陈大
伯通过微信、电话多次与小姚协商相关赔偿
事宜，但都未能达成一致。

协商无果的陈大伯一纸诉状将小姚告

上了法院，要求小姚赔偿损失 3 万元并重

新装修房子。由于双方对损失达不成一致

意见，便申请评估机构进行鉴定，经鉴定损

失为 8800 余元。随后，陈大伯更改诉讼请

求，要求小姚赔偿房屋及房租损失共计 1.1

万余元。

法院：
未按约使用租赁物应担责

赔偿1.1万余元

桐庐法院开庭审理认为，陈大伯和小姚

之间的租赁关系合法有效。承租人未按约

使用租赁物，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应当承
担赔偿责任。根据双方陈述以及评估结论
书，并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小姚赔偿陈
大伯损失 1.1 万余元。

法官提醒：承租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方法
或者租赁物的性质使用租赁物，未遵照约定

致使租赁物受到损失的，出租人可以要求承

租人赔偿损失。日常生活中，携带宠物承租

房屋的一般需要经过房主的同意，并且应尽

到注意义务，维护好租赁房屋，造成房屋损

坏的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都快）

近日，湖南省平江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这
样一起民事纠纷，一男子与妻子入住某快捷
酒店后在上厕所时不慎摔伤，造成十级伤
残，法院判决由该快捷酒店承担 60%的赔偿
责任。

2019 年 5 月 22 日晚上 10 时左右，男子张
某与其妻子入住平江县某快捷酒店。妻子
洗漱完后，张某前往洗手间上厕所时，因地
板湿滑摔倒，其右手肘将酒店放置在洗手间
门前旁边的十字绣玻璃打碎，划伤右手。张
某伤情经鉴定为右肱骨髁间骨折、右肘关节
神经肌腱关节囊及韧带损伤，为十级伤残。
张某因此次事故受伤造成各项损失经法院
庭审核实为 14 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快捷酒店作为公
共场所的管理人，应对张某尽到合理限度

范围内的使其免受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安全
保障义务。该快捷酒店未在洗手间内使用
高度防滑地板，也没有铺防滑垫，从其提交
的证据中亦无法看出其向张某或其妻子尽
到了必要的告知提示义务，同时，酒店作为
公共场所管理人，缺乏安全意识，将带有玻
璃框的十字绣放置在房间内卫生间门前，
导致张某在房间内摔倒时，右手肘被玻璃
致伤，因此，该快捷酒店未尽到安全保障义

务，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张某作为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卫生间门前地面湿滑
的情况下进入洗手间时，未尽到必要的观
察和注意义务，对自身损伤亦存在一定的
过错，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法院结合双方
当事人的过错程度等因素，酌情认定由该
快捷酒店负担 60%的民事责任，张某自负
40%的民事责任。

法官提醒：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规

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
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
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
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
的补充责任。安全保障义务是指以积极行
为的方式尽力保障具有一定关系的当事人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义务。 （中法）

健身私教离职
会员诉退费获支持
舒某在某体育公司开办的健身房办理了年卡会员，并购

买了健身课程。公司指定高某作为舒某的私人教练。然而，
课程还未过半，高某便离职了。因不同意更换教练，舒某诉至
法院。近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判决体育公司退还舒某
剩余期限内的年卡费和尚未学完的课程费共计18855.21元。

2019 年 5 月，舒某与北京某体育公司签订协议，约定舒
某支付 2380 元成为该公司所开办健身房的年卡会员，另支付
27300 元购买 66 节健身课程。双方约定私教课为每小时 400
元，搏击课为每小时 450 元，体育公司指定高某作为舒某的
私人健身教练。6 月，高某离职，舒某的健身课还剩 43 节。
因不同意更换私人教练，舒某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其与体育
公司的健身服务合同，并要求公司退还剩余期限内的年卡费
和尚未学完的课程费，共计 19584 元。

昌平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舒某与该体育公司形成了健身
服务合同关系，因双方就更换教练一事未能协商一致，合同
未能继续履行，原告要求解除健身服务合同的诉讼请求理由
正当，故双方的合同应自被告收到本案起诉材料之日起解
除。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部分的服务费用，被告应予退
还。最终，昌平法院判决解除双方的健身服务合同，判决体
育公司退还舒某剩余期限内的年卡费和尚未学完的课程费
18855.21 元。后体育公司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中法）

杨树挡光遂剥树皮
青海一村民犯故意毁坏财物罪获刑

剥树皮也犯法吗？答案是肯定的，这不刘某就干出了这
档子事。因为不满村集体的杨树挡了自家耕地的光，刘某一
气之下用短斧将 308 棵青杨树根部的树皮剥落。近日，青海
省大通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故意毁坏财物案。

2019 年 10 月，家住大通县某村的村民刘某某，因不满其
耕地周边生长的青杨树遮挡个人耕地阳光，影响了农作物的
生长，另外，他认为这些青杨树属村集体所有，不能为己所
用，于是从家中拿来短斧，将位于其耕地周边的 308 棵青杨
树根部的树皮剥落。

经大通县林业调查队出具调查报告，被损毁林木树皮被
环剥后造成的后果是，树木生长的营养输送通道被隔断，对
树木生长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以后的趋向是树木生长停止直
至原有养分耗尽后死亡。经大通县价格认证中心鉴定：被毁
坏的 308 棵青杨树价值为 5519 元。

大通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某持短斧故意
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通
过接受审判，刘某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给
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损害，当庭认罪悔罪并签字具
结。法庭在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事实及被告人的各项量刑
情节后，判处其有期徒刑 6 个月。 （法日）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顾客住酒店摔伤致残
因地板湿滑摔倒，酒店未尽安全保障义务被判担责6成赔偿

带狗租房留下一地排泄物被诉
未按约使用租赁物致损失，浙江一租户被判赔1.1万元

儿子可能不是自己亲生的

浙江安吉县沈某与妻子张女士（化名）
于 1984 年 9 月登记结婚，1986 年 11 月生下
儿子小沈。然而，沈某跟妻子张女士夫妻关
系长期不睦，2005 年 7 月，双方协议离婚，小
沈随前妻一起生活。后经亲戚劝说又考虑
儿子的成长，同年 12 月，沈某跟张女士复
婚。但复婚后，两人感情仍无改善，裂痕无
法调和，2018 年两人再次离婚。

2018 年 8 月，沈某和一位医生朋友聊
天，无意中说起他和儿子及前妻三人的血
型，自己的血型是 AB 型，而儿子和张女士的
血型均是 O 型。医生朋友告知他，血型不
对，他儿子不可能是他亲生的。为确认自己
与儿子是否存在亲子关系，他找到儿子协
商，希望跟儿子一起去做亲子关系鉴定，但
遭到儿子的拒绝。无奈之下，沈某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与儿子进行亲子鉴定，对双方

关系进行确认。
在经过浙江省安吉县法院一审审理后

认定，沈某与小沈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即
小沈并非沈某的亲生儿子。对此判决，小沈
及其母亲张女士并不认可，并向湖州市中院
提起上诉。

湖州市中院开庭审理此案。沈某到庭
参加诉讼，但张女士及儿子经法院传票传
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

小沈的代理人认为，沈某跟张女士从结
婚到儿子出生，间隔两年有余，因此可以排
除张女士在婚前便怀有身孕。且在婚后的
这两年中，夫妻感情稳定，从未出现矛盾，因
此，张女士不曾与他人发生关系导致怀孕。

虽然根据血型遗传规律，父母一方血型
为 AB 型，另一方为 O 型，其子女大概率会
出现的血型为 A 或 B，基本不会出现的血型
为 O 或 AB。但是，上述规律并不是完全没
有例外的情形，我国曾有医学案例表明会出
现这种情况，且沈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双方
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而一审法院仅凭血型
推断两人不存在父子亲子关系没有法律依
据，因此要求确认两人为亲生父子。

沈某辩称，在儿子出生后，他对儿子倾
注了无微不至的父爱。婚后，夫妻感情长期
不和，曾因张女士存在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
离婚，自己还被儿子及前妻殴打至耳朵出
血，该行为不像亲生儿子所为。后虽复婚，
但仍无改善后再次分居。一审法院联系儿
子，希望儿子同意做鉴定，但遭到拒绝。此
次，如果儿子同意做亲子关系鉴定给他一个
明确的结论，他可以不再追究。否则，请求
维持一审判决。

双方不存在父子亲子关系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血型遗传规律，父
母一方血型为 AB 型，另一方为 O 型，其子
女会出现的血型为 A 或 B，不会出现血型为
O 或 AB。而根据沈某提供儿子及张女士的
血型信息，足以成为他要求启动亲子鉴定程
序的证据。

对此，二审法院也一致认为，亲子鉴定

是认定亲子关系最直接、最有利的证据。本
案中，张女士及其儿子拒绝亲子鉴定，故沈
某与儿子之间是否为亲子关系无法通过亲
子鉴定而得以确定。

二审法院认为，在本案现有情况下，沈某
为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已穷尽举证手段，
且他提供了本人的血型证明、他与张女士多
年的感情状况、婚姻矛盾证明，以及他申请一
审法院调取小沈及前妻血型证明等证据，已
形成了合理的证据链条，应视为其已提供法
律规定的必要证据。但小沈及张女士均否认
沈某提交的证据，但又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
况下，又不同意做亲子鉴定，应该是丧失了本
案最为关键、最具有证明力的证据。

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沈某与
小沈不存在父子亲子关系。

不同意鉴定要承担举证不能后果

律师表示，我国的亲子关系认定，要考
虑当事人的隐私权、情绪感受等问题，规定
了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即在一方不同意的情
况下，亲子关系鉴定程序难以启动，且亲子
关系鉴定作为一种高科技的证明方法，必须
遵循严格的程序。在诉讼中，只能经由当事
人申请，人民法院同意并委托进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二条的相关规定，即“夫妻一方向人民法院
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供必
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又拒
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求确
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相关
法律规定推定请求否认亲子关系一方即沈
某的主张成立，而主张具有亲子关系又不同
意进行亲子关系鉴定的一方即小沈承担举
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并无不当。

本案中，因张女士及儿子小沈经法院传
票传唤，无正当理由均未到庭参加诉讼，且
在法院指定期限内，小沈仍拒绝申请进行亲
子鉴定，故他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因此，法院判定沈某与小沈不存在父子亲子
关系，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杨晚）

父亲是AB血型，儿子O血型拒绝做亲子鉴定

法院判双方
不存在父子亲子关系

近日，浙江湖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审结一个案例，

父亲沈某因意外得知自己是 AB
血型，而儿子竟然是 O 型的，可能
不是自己亲生的。为此，沈某将
儿子及前妻告上法庭，因儿子拒
绝做亲子鉴定，湖州市中院判决
双方不存在父子亲子关系，也就
是儿子并非沈某亲生。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的女
孩 小 姚 养 了 2 条 贵 宾

犬。去年，小姚带着2只狗租下了
陈大伯家新装修的房子。没多
久，狗狗生下一窝小狗，屋内卫生
状况开始恶化。一天，小姚外出
没回家，小狗没人照顾，房间内到
处都是狗屎、狗尿，还有一条小狗
死了，房间里到处是苍蝇、蛆虫，
墙体发霉。近日，法院判决小姚
赔偿陈大伯1.1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