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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新媒法律事务所（原方圆
第三法律事务所）协办

城西新媒法律事务所业务范围：应聘担任法律顾问；
代理参加民事、经济、行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活动；代理
非诉讼法律事务；主持调解纠纷；解答法律咨询；代书法律
事务文书；协助办理公证事项；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其他
有关业务。

电话：0971- 6318431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79号（乘22、24、29、30、38、
41、42、102路公交车虎台中学站下车即到）

本栏目由

编辑同志：
我们夫妇居住在市内某小

区，前段时间到国外女儿家住了
半年，最近才回家。前几天物管
人员上门来收取物管费，我认为
我们夫妇俩半年都不在家里住
了，也没有享受到物管的服务，
不应该交物管服务费。请问，房
屋空置可以不交纳物管服务费
吗？ 读者 黄先生
黄先生：

房屋空置仅是业主专有部
分空置了，并不意味着整个建筑
物空置。而收取物管服务费的
目的是要维持、保证建筑物共用
部分的正常运行、使用、维修和
保养。部分业主的专有部分建

筑物空置，并不意味着物管服务
企业的物业管理服务工作量减
少了，也不意味着维持、保证建
筑物共用部分正常运行、使用、
维修和保养所需的工作量减
少。业主的房屋空置是因业主
自身原因造成的，并非物管服务
企业的原因造成，房屋空置的责
任一般不在物管服务企业。减
免物管服务费用对于未空置建
筑物的业主来说是不公平的。
房屋虽然空置，但空置房屋的业
主仍然在享受着因物管服务企
业的物业管理服务而带来的房
屋保值和增值。因此，你们夫妇
应该按时交纳物管服务费用。

合同纠纷

编辑同志：
我今年从大学毕业，在单

位附近租了一套房子，租期一
年半，但是这个月房东却以要
出售房屋为由要我提前腾房
子 ，条 件 是 免 去 一 个 月 的 房
租 。 请 问 ，房 东 这 么 做 合 适
吗？

读者 何先生
何先生：

你提到的问题涉及法律上
的“买卖不破租赁”制度，通俗

讲就是房子在租赁期间房东
把房子卖给他人，但买卖行为
不会影响租房合同的效力，也
就是说承租人和房东之间的
租赁合同依然有效，房东是无
权提前终止租赁合同的。因
此，不论是买房的新房东还是
卖房的老房东，谁都没有权利
让你提前走人，除非在征得你
同意的前提下并赔偿相应损
失。

编辑同志：
今年初，为了经营小本生

意，我和他人签订了一份房屋租
赁合同，租期三年，但前不久却
被告知该房屋涉及的建筑系违
章建筑。请问，此种情况下租赁
合同是否有效，如产生损失该如
何维权？

读者 于先生
于先生：

依据最高法《关于审理城
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
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违法建筑物的租赁合同是无效
的。由于租赁合同被认定无效
后，装修损失应当由承租人和
出租人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
且违法建筑依法不能办理消防
许可证等必需证件，将面临被
勒令停业整顿、罚款等处罚，
致使承租人的经营行为产生不
可预期的极大风险。因此，承
租人在租赁期间一旦发现上述
问 题 ，应 当 尽 早 提 起 诉 讼 维
权，确认租赁合同无效，减少
损失。

房屋租赁涉及违法建筑
租赁合同是否有效

物业房产

房屋空置半年 物管费要交吗

案例一
租房 | 一房多租半途开溜
不法分子通过高价获取房屋租赁

委托、低价出租的方式，骗取多人财物。
犯罪嫌疑人迟某伙同石某，以某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的名义，通过高价从
房东处租进房屋（仅支付合同约定的部
分租金），再将房屋低价租出，收取承租
人的房屋租金后不向房东支付合同约
定的后续钱款的方式骗取钱财。石某、
迟某二人招兵买马，招聘林某等人作为
租进、租出房屋的业务员，与多名房东
签订租房屋合同，并向承租方收取租
金，以一定金额的月租金标准每三个月
向房东缴纳一次租金，但合同又约定房
主第一年预留出 60 天作为工作期（公
司无需向房主缴纳此期间的房租）。之
后二人又与大量承租户签订租赁合同，
将房屋以较低的租金租出，收取了承租
人租金、押金及管理费，骗取多名承租
人共计43万余元。

案例二
装房丨装修房子却陷合同诈骗

不法分子在装房过程中，通过和住
户签订装修合同诈骗钱财，需引起警
惕。

被害人杨某经人介绍认识做阳光
房工程的犯罪嫌疑人李某。一日，李某

以某装饰公司的名义与杨某签订家装
阳光房合同书，合同工期均为 45 天，工
程总造价 49 万元，签订四份合同期间
杨某共向李某支付工程预付款及部分
尾款共计 39 万元。期间，杨某多次催
促要求李某履行合同进行施工，李某以
工厂停工、厂家生产环节问题、爱人生
病等借口推辞，未实质履行合同。后李
某利用杨某急于完工的心态，以付全款
加快工期等虚假理由欺骗杨某继续支
付尾款，杨某将全部工程款支付给李某
后，李某始终没有实际履行合同义务。
原来，李某早已将装修款用于赌博挥霍
一空。

案例三
买房丨伪造证明借鸡下蛋

不法分子先以短期合同、小额租金
租下一套住房，然后冒充房东伪造房屋
产权证，将本属别人的房子出卖，从中
诈骗牟利。

为了实施诈骗活动，犯罪嫌疑人
刘某租用某小区住宅一套，与房主签
订租房期限为两年。刘某伪造了自己
为房主的产权证明，购房发票等房屋
买卖证明文件，在网络上发布虚假卖
房信息欲以超低价格出售该房屋。被
害人张某在看到该卖房信息后与被告
人刘某联系，商量买房事宜。刘某向
张某谎称，自己急需用钱，主动降低价
格，条件是张某一次性将购房款付清，

并要求张某自己去办理房屋过户手
续。张某见房价确实便宜，遂信以为
真，交付 40 万元房款后，刘某卷款跑
路。

提醒

1.要通过正规合法的房屋中介公
司租房，在签订租赁合同前，应认真核
实房东身份，仔细查看房屋产权证及户
口本原件，必要时要与原发证机关进行
核实。

2.家里需要装修时，挑选正规专业
的家装公司，否则，装修质量无法得到
足够的保障，还很容易上当受骗。

3.在对外出租房屋时，不要被租房
者承诺的高额租金所诱惑，务必核实清
楚租房者身份，仔细查验其身份证件，
方才签订租房协议，同时定期了解房客
情况。

4.在购买二手房时应多加小心，一
定要查清对方所售房屋是否具备相关
证件。特别是还未办理房屋过户手续
时，切记不要将全部房款支付。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24条

【合同诈骗罪】
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
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
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
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
名义签订合同的；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
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
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
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
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
财物的。

据中国普法网

细数租房装房买房的那些合同诈骗

【案情】

2018年5月11日23时许，被告人张
某预谋抢劫，见李某只身一人，于是用水
果刀逼迫李某交出值钱的东西，李某交
出手机，张某拿过手机后逃走。经鉴定
该手机价值2000元。次日，张某试出了
该手机的开锁密码，并发现手机微信钱
包内有零钱4000元，随即将钱转走。

【评析】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张某抢走手机
后又转走微信钱包内零钱的行为该如何
进行定性。

笔者认为，张某抢走手机的同时亦
相当于抢走并占有了微信钱包内零钱的
存在载体，前面抢劫手机的行为与后面
秘密转走微信钱包内零钱的行为不能割
裂开来看，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评价，即

应以抢劫罪论处。故应以抢劫罪（数额
6000元）对张某进行处罚。具体理由如
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
定，“抢劫信用卡后使用、消费的，其实际
使用、消费的数额为抢劫数额。”如此规
定，是因为卡上资金以信用卡作为载体
而存在，它与信用卡之间具有一体性和
分离性的双重特性。一体性表现在，一
旦事实上占有信用卡这一载体，就可以
实现对卡上资金的占有；分离性表现在，
即便没有事实上占有信用卡这一载体，
也可以通过挂失等方式实现对卡上资金
的占有。当以抢劫故意占有信用卡时，
由于卡与资金之间具有分离性的特点，
不能就此认为行为人已经抢得了卡上的
资金；但又由于卡与资金之间具有一体
性的特点，行为人对卡上的资金必然具
有概括占有的故意，那么使用信用卡只

是抢劫故意的进一步实现，不能理解为
另起犯意，因为没有抢劫行为，就不可能
有使用行为，二者犹如皮与毛的关系，因
而不可将使用行为进行单独评价。

同理，随着金融业的繁荣、手机行业
的快速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微信钱
包内的零钱以手机微信作为载体而存
在，手机微信与微信钱包内零钱之间也
同样具有一体性和分离性的双重特性。
当张某抢得手机时，对手机微信钱包内
零钱同样具有概括占有的故意。利用手
机微信转款的行为只是抢劫故意的进一
步实现，而非另起犯意，如果没有抢劫手
机的行为，就不可能发生利用手机微信
转款的行为，不宜将利用手机微信转款
的行为进行单独评价。故本案应以抢劫
罪一罪论处。 文/周玉玲 高蕴嶙

给您提醒

案例评析

租期未到房东要卖房
让我提前腾房合法吗

“房”不胜防？

抢手机后转走微信钱包内零钱的行为属抢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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