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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十年权属他人如何正名
10 年前，黄先生购买了一处位于海湖新 了起诉。但事实上，胡先生并没有按约办理
区的二手房，可至今房产不在他名下，无奈之 房屋产权过户手续，黄先生由于事务繁忙也
下求助晚报《社区法官》栏目。
一直没有追问。直到半年前黄先生想转手这
事件回放
套房屋时，
才发现房屋仍属于胡先生。
黄先生说，当初他看中的房屋总面积为
双方说法
50.5 平方米。2009 年 6 月 23 日，黄先生与胡
胡先生觉得，花园的 5 万元钱不支付就算
先生签订《协议书》一份，约定以 30 万元成交， 了，可是当初黄先生也没有付清所有房款，还
黄先生在向胡先生支付了 23 万元后，胡先生 差 7 万元，是黄先生违约在先，所以他才没有
告诉他由于该房屋户型特殊附带一个花园不 办理过户手续。而黄先生觉得胡先生的行为
包括在总面积内，胡先生要求黄先生再追加 属于欺诈，当初胡先生并没有向他索要剩余
协议之外的 5 万元房款，因双方对这笔 5 万元 的 7 万元，就是不想过户，现在他同意向胡先
钱如何承担意见不一，协商无果。当年，黄先 生付清剩余的 7 万元房款后立即过户，但胡先
生曾向法院起诉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协议，在 生仍以自己很忙为由迟迟不过户。
法院审理过程中，胡先生最终表示不再让黄
律师说法
先生另外支付 5 万元。为此，双方达成了协
青海法律援助中心律师认为，房屋买卖
议，黄先生搬入该房屋内居住，并向法院撤回 《协议书》属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书》

签订后，胡先生向黄先生交付了房屋，却未
按承诺协助黄先生办理房屋产权过户手续，
未全面履行房屋买卖出卖方的义务。黄先
生补交房款后，胡先生应该配合办理交易房
屋的产权过户手续。如果黄先生交清房款
的前提下胡先生依然不办理过户，黄先生可
以通过起诉要求胡先生履行合同。仍不履
行的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或直接起诉房
主，要求解除合同并退回房款、赔偿违约金
及其他费用。
记者 史益竹

社区法官

7 家单位齐动手除线路隐患
“胜利路 52 号院外墙的电线出现打火现
象，如不尽快处理，有可能会引发安全事故。”近
日，胜利路街道公园巷社区“红袖标巡逻队”的
一名队员向社区反映，小区内的电线存在安全
隐患，希望社区出面协调解决。
社区负责人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该小
区是上世纪 80 年代建成的老旧小区，院内的电
线、通讯线路复杂，有些线路已经下垂、掉落，目
前已到了汛期，如不尽快查清、解决线路存在的
问题，一旦因刮风、下雨造成线路打火，有可能
会危及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因社区工作
人员无法分清是什么线路出现了故障，社区负
责人在现场与物业管理单位、供电、通讯等 7 家
单位取得联系，希望他们能安排工作人员到场
查看原因，及时解决。
很快，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赶到了现场，对各
自的线路进行了排查，并对可能存在隐患的部
位进行了重新搭设、修复。掉落、下垂的线路得
到 了 修 复 ，居 民
的生活有了安全
社区帮办
保障。记者 晓峰

和谐社区

6 月 10 日，
对于文化街社区兴隆巷 5 号院
的居民小嘉芮来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早上
九点半，饮马街办事处文化街社区工作人员
一行人来到家里，
帮她办理残疾证。此时，
嘉
芮的奶奶已经为她穿好衣服在家等候。
小嘉芮患有先天性残疾，父母亲离异，
她和奶奶一起生活。奶奶年事已高，父亲工
作繁忙，长期以来她都没有办理残疾证，使
得她享受不到任何有关残疾人的福利政
策。社区工作人员知情后，专门带她到市第
一医院、省第三人民医院进行肢体鉴定，鉴
定完毕后，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又把小嘉芮和
奶奶送回了家。
社区出公示五个工作日之后若无异议，
拿着公示和鉴定表去城中区残联办理即
可。有了残疾证，就可以享受残疾人的社会
福利，这对于她们这个困难的家庭可以说是
个好消息。
记者 史益竹

小巷扫描

多次协商合力“治污
治污”
”

近日，泉湾社区组织剪纸爱好者为辖区青少年教授简单的剪纸艺术，让孩子们
领略剪纸艺术魅力的同时，对这项民间传统艺术技艺有了初步的了解，并掌握了简
单的剪纸技能。
晓峰 摄

排污不当住户遭殃社区帮忙
6 月 9 日，周家泉街道建国路社区工作人员
在日常的巡查中发现，
辖区建国路 29 号院的下水
外溢，楼院里臭气熏天，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
生活，
给出行也带来诸多不便。随即社区工作人
员与该院的两位楼长进行协商，
并联系专业疏通
下水人员到场进行清理。但由于堵塞严重，
疏通
人员查看后不愿接活儿就离开了。后经过社区
工作人员与对方再次沟通，11 日上午，疏通人员
到场经2 个多小时的努力，终将堵塞处疏通完。
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该楼院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一直由社区牵头进行日常保洁，基础设
施陈旧，下水管道老化，加之部分居民平时不注
意，一些沿街饭馆随意将油污直接倒入管道内，
极易造成下水管道堵塞，导致污水外溢。在此
呼吁住户能在日常生活中合理排放污水，不要
将易堵塞物品倒入下水管网，避免管网堵塞，导
致污水外溢，影响公共环境及自身居住质量，美
好的生活环境需
大家共同来维
护。记者 晓峰

小嘉芮终于有了残疾证

漏水引起的邻里纠纷化解了
5 月 7 日，家住互助中路 207 号原青
海省祁连山铜矿家属院南楼 323 室的梁
隆琼老人来社区求助，反映他家楼上 333
室住户家中卫生间经常往下漏水，他家
的卫生间成了水帘洞，每次上厕所都有
水滴到身上，很是闹心。为此老人同楼
上住户多次联系，但是问题一直也没解
决，楼上楼下的邻居关系就此产生了矛
盾。无奈之下，老人找到社区，希望社区
工作人员出面帮忙协调解决。
社区负责人得知此事后，立即到居
民家中进行查看，发现漏水的原因是该
楼房是老旧房子，时间久了卫生间便池
和地漏的防水出现了问题，造成楼上住
户洗澡或上厕所一用水就有脏水流到楼

下。社区负责人一边对老人进行安抚，
一边找楼上住户调解。经过询问得知这
家住户将房子租给了别人，现在楼上的
房主不回来，租客也觉得他是租房子的，
卫生间漏水应该找房主解决。
经过多方查找，5 月 20 日社区工作
人员终于和 333 室房房东取得联系，经
过社区工作人员的耐心调解，楼上房主
对自家卫生间重新做了防水，困扰梁隆
琼老人的漏水问题终于得到解决，邻里
矛盾由此得以化解。
记者 建文

一帮到底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读

民主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肌
体，协调政治的机能。作为一种政治实
践、价值理念，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
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
会主义现代化。
我们倡导的民主，是真实的民主，没
有门槛，不受财产、地位、民族、性别、宗
教等因素限制，使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
政治权利；是广泛的民主，绝不以牺牲多

国之经络
数人利益为代价来保护少数人的利益，
同时又尊重和照顾少数人，充分反映和
协调各方面的意愿和利益；是高效的民
主，既真切全面地反映人民意愿，又致力
于尽快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以解决
实际问题；是丰富的民主，不仅有选举民
主，还有协商民主、基层民主，保证人民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
理、民主监督。

城北区建设巷、小桥市场后门处的马路
上污水外溢半月有余，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
气味。经过社区工作人员的努力，12 日问题
得以解决。
井里全是餐厨垃圾
半个月前，建设巷马路旁的一下水井开
始往外冒污水，直接污染了数米长的马路。
接到居民的反映后，
社区工作人员到现场，
发
现冒污水的下水井里全是油污和餐厨垃圾，
因该下水井就在建设巷的一个小吃城旁边，
小吃城内有 8 家商户，下水井堵塞应该是商
户处理餐厨垃圾不当造成的，必须要有专业
的疏通工具和专业的人员来处理，需相关费
用 4000 元。于是工作人员与 8 家商户协商筹
资问题，
10 多天过去了，
商户们以各种理由不
愿意出钱，并说旁边的一栋居民楼也共用该
下水管道，
居民也应该交钱。无奈之下，
工作
人员将 8 家商户召集到一起，
当场打开井盖，
结果挖出的全是油污、菜叶等餐厨垃圾，商
户们这才同意每户交 500 元钱。
管道老化需重新更换
11 日上午，专业的垃圾清运车开始对堵
塞的下水管道进行清理，由于常年累积的餐
厨垃圾堆多、
加之管网老化，
伸到井内作业的
抽粪钻头被拉断，下午工作人员才将钻头取
出。暂时疏通后，专业人员确认该下水管道
必须更换，
否则不能再使用，
而更换管道的费
用需要2万元到 3 万元，
这又让社区犯难了。
申请动用房屋维修基金
近 3 万元的资金不是一个小数目，让商
户或者居民拿出这笔费用很难，街道办事
处、社区和城管部门就该问题召开专题会
议。小吃城和旁边的一栋楼之前是一个企
业的家属院，该企业破产后其被托管给了一
个物业，但是因为收不上钱物业也不太管
事。几个部门商议后找来了这个物业经理，
经过谈心，经理同意出面向相关部门申请动
用小区的房屋维修基金来更换下水管道，在
基金审批下来之前，社区会配合他们维护这
里的下水管道，
以防污水再次污染路面。
记者 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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