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陈薇 ）日
前， 在北京结束的首届全国报刊编校知识技
能大赛决赛中，由湖南教育出版社《书屋》杂

志和《中学生百科》杂志编辑部的张洵、丁泽
良、刘源三名队员组成的湖南代表队，力战群
雄，获得一等奖。

此次大赛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人事
司主办，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期刊协会
承办，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广电局
协办。 决赛共有包括中央在京单位的来自全

国各地的33支队伍参加。
为选拔本省优秀队员参加北京决赛， 湖南省

新闻出版广电局高度重视，精心准备，从11月初开
始组织湖南赛区的初赛，湖南代表队的3名选手是
从80多家新闻报刊单位近300名参赛选手中选拔
出来的。3名选手潜心准备， 以积极的心态面对挑
战，最终在全国总决赛中胜出，获得一等奖。

首届全国报刊编校技能大赛

湖南队获一等奖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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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刘希平 陈汉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最近对一起“一
房二卖”案作出“退一赔一”判决。判决房产商
向购房户退回143.5万元房款的同时，赔偿购
房户143.5万元并负担诉讼费。

购房遭遇“一房二卖”
家住长沙市雨花区芙蓉南路涂家冲的市

民李某，在购房过程中遭遇房产开发商的“一
房二卖”。

两年前， 李某看中了湖南某置业公司开
发的一处房产大厦中的房子。

2014年3月26日， 李某与该置业公司签
订两份《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购买了2套
房子。这2套房子的首付款共计143.5万元，剩
余房款以银行按揭方式支付。

购房合同签订后，李某支付了这2套房子
的首付款143.5万元，该置业公司却没有按照
约定向长沙市房屋登记机构办理合同备案，
也没有为李某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李某向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请求法院责令该置业公司为其所购房子
办理房产证。但李某在诉讼过程中发现，该置
业公司早已于2013年9月29日，将这2套房子
卖给了李某萼并办理了相关登记。

一审判决“退一赔一”
在知道自己购房合同无法实现后， 李某

变更了诉讼请求， 请求法院解除他与该置业
公司签订的《长沙市商品房买卖合同》、返还
购房款143.5万元，同时要求该置业公司赔偿
其损失143.5万元并负担诉讼费用。

天心区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 李某
与该置业公司签订的两份《长沙市商品房买
卖合同》 均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 均为合
法、有效的合同。该置业公司在与李某订立合
同之前已将涉案房屋出卖给他人并办理了预
告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20
条规定， 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
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因此李
某事实上无法取得涉案房屋所有权。 法院支
持了李某请求解除两份购房合同的诉讼请
求，判决该置业公司将李某购房款143.5万元
全部退还。

法院同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
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被告某
置业公司恶意隐瞒上述2套房子已出售的
事实，将这2套房子再次出售给原告李某的
行为违反了上述原则， 破坏了正常的房地
产市场秩序， 故对原告李某要求该置业公
司承担143.5万元赔偿责任的诉请，法院予
以支持。

惩罚性赔偿制度制裁不诚信行为
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认为，有

些房产开发商、销售商与购房户签订合同后，

随意违约现象时有发生。“由于合同的违约金
往往只是对不守诚信行为的惩罚性质，而遵守
约定重信守诺的一方因违约方的违约遭遇的
损失可能远远大于违约金同时具有的补偿作
用，致使违约成本低投机收益大。”黄捷说，这种
情形下， 房产开发商作为强势的一方屡屡违
约，毫无顾忌。

黄捷介绍，对于“一房二卖”这样恶意的违
约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用司法解释的
形式确立了惩罚性赔偿的制度。这种惩罚性赔
偿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制裁和遏制恶意毁约等
摒弃诚实信用原则、严重损害市场交易安全的
行为，促进社会诚信制度的确立。

■相关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出
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
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
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 赔偿损失，
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
倍的赔偿责任：

（一 ）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明；

（二）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
（三 ）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

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金慧） 今天，
《长沙市社会组织评估实施办法》 出台。长
沙市民政局负责人介绍， 随着长沙市社会
组织发展壮大，2011年制定实施的评估办
法过时， 民政局邀请专家教授以及专职人
员反复征求意见后，重新修订了评估办法。

《办法》指出，社会组织评估内容包括
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
4个方面，民政部门针对社会组织的不同类
型，分类制定评估标准和指标体系。评估结
果分为5个等级，由高至低依次为AAAAA
（5A级）、AAAA（4A级）、AAA（3A级）、AA
（2A级）、A（1A级）。

“以前评5A级社会组织需要950分以
上，根据新办法，900分以上即可。”长沙市

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李红辉介绍， 分数降
低并不是评估标准降低， 而是指标体系有
变化，根据国家的统一标准，引进第三方评
估机构，从标准上会更加客观和严格。

《办法》规定，评估结果作为政府对社
会组织实施公共财政扶持和进行专项经费
资助的参考和依据，获得3A以上评估等级
的社会组织，可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

截至目前， 长沙市共登记社会组织
4747家，其中社会团体1337家，民办非企
业单位3394家，基金会16家，涵盖经济、科
研、社会事业、慈善、综合5大类，涉及科技、
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环保、法律服务等
14个领域， 已基本形成门类齐全、 层次完
备、覆盖广泛的社会组织体系。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谢爱云 李艳红 ）12月19日上午，湖
南工程学院北校区医疗服务科医务人员在
一楼梯处发现一青年男子仰面晕倒， 立即
展开紧急处置， 将男子安全送往湘潭市一
医院就医，并得到妥善救护。这是今年11月
2日该校师生火线救助昏迷陌生青年之后，
又一起传播正能量的好人好事。

据当事医生谢爱云介绍，12月19日上午
9时10分， 医疗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看到一
名男子倒在一楼楼梯间， 即刻进行了诊查：
该男子颈部动脉搏动正常，瞳孔对光反射存
在，头部无外伤，未闻及酒味，口腔中无呕吐
物，口唇无紫绀，呼吸20次/分，脉搏92次/
分，体温正常。针对以上病情，医生立即掐人
中并大声呼喊该男子， 该男子约1分钟后睁

开双眼，问他病史时，该男子思维迟缓，词不
达意，不能正常配合医生的询问。

综合以上病情， 工作人员立即启动突
发事件报告及医疗急救预案。 他们立即拨
打了湘潭市一医院医疗急救绿色通道电
话。期间，医务人员分工合作，不仅拿来了
被子、枕头给该男子保暖，还观察男子的呼
吸、脉搏等体征有无变化，同时根据其手机
上的信息寻找有效联系人。120救护车抵
达后，保卫处、学生工作处、医疗服务科工
作人员协助120急救人员将该男子送往医
院治疗，学生工作处、医疗服务科工作人员
一同前往，并联系其家属，直到家属赶到医
院，方放心离开。

据悉，该青年患有抑郁症，精神恍惚间
从住处走到了该校，晕倒在事发地点。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易善任

“开心，快乐，幸福！”12月20日，张家界
市永定区新桥镇新桥社区，外面寒风逼人，但
村民宋进忠家里暖意浓浓。 望着墙上悬挂的
一张全家福，宋进忠说，已有3年没有感受到
家的温暖了。

3年前，因为一件小事，宋进忠与父母亲
闹隔阂，从此不相往来。今年，经过驻村帮扶
组成员多次做工作，几天前终于尽释前嫌，一
家人又住在了一起。

2010年，宋进忠一家勤耕苦作，省吃俭
用，建了一栋三层楼房。为早日还债，宋进
忠和妻子外出务工， 留下两位老人在家。
2013年底回家，见房前屋后脏乱不堪，宋进
忠第一次对父母发火闹脾气。 看到儿子不
体贴， 两位老人气鼓鼓住回了山边破旧的
老屋里。

去年3月，张家界市委政研室成为新桥社
区帮扶后盾单位，帮扶干部袁宏卫、吴永恒了
解宋进忠与父母不和的情况后， 多次尝试调
解。两位老人很想与儿子住在一起，但坚持只
能挨着儿子楼房旁修几间平房。 可儿子却表
示，住在一起没问题，但另修房子，没钱！

父母坚持要修平房，儿子说没钱，互不让
步，双方矛盾再次激发。再想做工作，双方连
面都不见。如何让一家人重归于好，成了帮扶

干部的“心病”。
“修平房的钱，儿子一份，女儿一份，我一

份。”今年8月的一天，袁宏卫当着乡、村干部
和宋进忠一家人表态。“好，搬回儿子家住！你
们太让我感动了。”宋进忠的老父亲紧抓住帮
扶干部的手。“我亲自接父母回家。”宋进忠也
松了口。

11月28日，平房完工。12月3日中午，两位
老人搬到新居。这天，宋进忠端起一杯酒一饮
而尽，将父母紧紧拥住，表示一定好好孝敬老
人。

历时一年多，20多次面对面劝导，100多次
电话沟通，帮扶干部诚
心换来了回报。“家和，
也 是 我 们 应 尽 的 责
任。”袁宏卫说。

“一房二卖”被判“退一赔一”
房产商向购房户退回143.5万元房款，同时赔偿143.5万元

长沙社会组织评估
将引入第三方机构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谭珍利 刘素）“跪了20多年，没想
到老了能站起来啦！”今天，家住衡东县大
浦镇堰城村的罗平安老人在安装假肢后，
高兴得像个孩子，“比原来那个舒服多了，
‘脚’走路轻快。”

老罗告诉记者， 他今年63岁，20多年
前他因脉管炎截肢， 用柳树墩子仿照高跷
自制一副假肢，有三四公斤重，得用“跪”的
姿势使用，长期下来膝盖已发黑。

今天上午， 衡东县残联康复股办公室
人头攒动，30多名肢体残疾人来到这里，
填写《湖南省资助贫困家庭缺肢人员装配
假肢申请表》。对审核合格的人员，该县将
集体组织石膏打模并送至长沙市假肢装配
中心装配假肢。据了解，假肢装配、功能训
练、康复医疗和食宿费用全免，这是该县今

年向肢体残疾人开展的第四批假肢装配活
动。

衡东县残联负责人说， 该县是衡阳市
唯一获得省福彩助残健康行项目资助的县
市区， 此次假肢装配活动为100名贫困家
庭缺肢人员免费装配假肢， 假肢装配人数
为历年之最， 目前已有52名肢体残疾人成
功装配假肢。

据悉， 该县为让更多有需求装配假肢
的残疾人享受此项目， 县残联对全县17个
乡镇进行任务分配， 全面开展“政策送进
门、好事做进门”活动，积极做好残疾人假
肢装配工作， 为缺肢贫困残疾人送去康复
服务。 在今年的基础上， 该县力争每年为
100名以上的贫困缺肢残疾人免费装配普
及型假肢，到2018年，争取使全县贫困缺
肢残疾人假肢装配率达90%以上。

“我能站起来啦”
衡东县为贫困缺肢人员免费装配假肢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梁辉 胡立珍）连日来，一张医生为
小患者吸痰的图片温暖了长沙人的朋友
圈。12月20日， 记者联系上了这位好医
生———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科医生袁勇华。
他表示，当时只想着赶快让孩子脱险，根本
没考虑是不是脏的问题。 幸亏当时处理及
时，目前孩子病情平稳，仍在积极救治中。

事情发生在12月13日晚10时左右。湖
南省人民医院儿童重症监护室突然停电，
医院后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抢修， 儿童重
症监护室也立即启动停电预案。

就在此时， 正在上呼吸机的一名出生
仅两个多月的患儿突然躁动起来。 这是个
从怀化转院过来的重症孩子， 患有重症肺
炎、急性心力衰竭、先天性心脏病、多器官
功能损伤等多种疾病。

因为剧烈咳嗽， 孩子气管内聚集了大

量痰液，急需清理呼吸道，而停电导致负压
吸引器无负压，无法吸痰。紧急关头，儿科
医生袁勇华赶到患儿床头， 不顾自己的安
危， 果断地用嘴吸出堵在患儿气管内的粘
稠痰液，孩子转危为安。

“当时只想着赶快让孩子脱险，根本没
考虑是不是脏、 会不会感染细菌之类的问
题。”袁勇华说，作为一名临床医生，经常面
对各种抢救，重症监护室里都是危重患儿，
病情瞬息万变，遇到紧急情况果断、正确处
理是对每名医生的基本要求。

“抢救病人时， 医务人员都是争分夺
秒，竭尽全力，力求以最熟练的技能为患儿
赢得最佳抢救时间。”省人民医院儿童重症
监护室主任余阗教授介绍， 科室人员经常
通宵达旦，精神高度紧张，体力严重透支，
甚至累倒在工作岗位，但大家都无怨无悔，
为的就是让患者转危为安。

黏痰堵住孩子气管

长沙好医生用嘴为小患者吸痰

陌生男子昏倒 医务人员急救

帮扶干部慷慨解囊
一家三口重归于好

12月21日，湖南省儿童
医院急诊科输液大厅， 患儿
在家长的陪护下进行输液。
近日， 受雾霾和阴雨天气影
响，出现感冒发烧、呼吸道感
染等症状的儿童增多。 该院
门诊和急诊输液的患儿爆
满， 两项数据均比同期增加
约35%。医生提醒，天气变化
大，人们特别是儿童，应注意
防寒保暖。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李奇 摄影报道

天气变化大
患儿扎堆就诊

法眼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