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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法律热线关注“房屋租赁纠纷” 的话题。 我们请来贵州圣伦达律师事

务所赖禹立律师，就相关法律问题进行解读。

每周四上午 10：30-12：00，欢迎拨打法律热线 0851-8581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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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周四（7 月 20 日），本报与

贵阳市司法局联合主办的法律热线

0851- 85811234 继续在上午 10：30 至

12：00开通。届时，法律热线将关注“保

险纠纷”话题。

保险员动员你参保的时候，他会

说：一张保单，保你一辈子。 但出了事

故找保险公司理赔时，却发现“参加

了 ‘保险’ 不一定就 ‘保

险’ ” 。分期付保费的，首期保

费已缴，保单却未签发，保险

合同是否成立？ 投保人未能

如实告知就一定不能获赔

吗？财保中，获全额赔偿后，保

险财产是否还属于投保人？本

期我们请来贵州仪程律师事务所

律师罗桦， 就相关问题进行详细

解答。

罗桦律师毕业于贵州工业大

学，2009 年执业，2016 年与其他律师合

伙成立贵州仪程律师事务所， 担任主任

职务。 主要从事民商事诉讼、非诉事务，

对侵权、劳动领域的纠纷有丰富的经验。

当然，读者若有其他法律问题，仍可

以在热线开通时段拨打 0851- 85811234

进行咨询。除了法律热线，本报还推出了

微信公众号 “贵州法律帮”（微信号：

gz- flb），读者可以随时在微信上用文字

咨询， 工作人员将读者咨询的内容转交

给律师，律师答复并提出相关建议后，将

刊登在本报法律版面和微信公众号“贵

州法律帮”上。 若读者打不进热线电话，

又不会用微信， 可以直接发电子邮件到

邮箱 gyw bfl@ qq.com 或写信、发传真给

我们。 来信地址：贵阳市中山东路 25号

《贵阳晚报》“法与我们”（邮编 ：

550002）。 传真：0851- 85870795。

本报记者 张鹏

预防房屋租赁纠纷 合同是关键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房屋租赁市场成为房

地产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并且在不断扩

大。 然而无论是出租人还是承租人对于相关法

律、房屋租赁合同的签订认识不够，导致房屋租

赁纠纷时有发生。

贵州圣伦达律师事务所赖禹立律师表示，所

谓房屋租赁纠纷是指有关房地产租赁双方当事

人的权利、义务发生的纠葛和争执。 房地产租赁

是一种法律行为，是商品交换的特殊形式。 出租

人与承租人均可依法享受一定的权利，同时也承

担相应的义务。 如果有哪一方未能享受合法权利

或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就必然要发生纠纷。

一般情况下，房屋租赁纠纷分为四类，包括

租期及押金纠纷、房屋水电煤气费用纠纷、房屋

设备使用及赔偿纠纷、房屋租赁备案纠纷。 然而

很多纠纷的发生起源于房屋租赁合同的表达不

清、含义模糊、或是对具体情况没有做出约定。 而

法院在处理房屋租赁纠纷时，合同是判断双方责

任的一个重要证据。

赖律师举例说，曾有出租人与承租人于 2000

年签订长期租房合同，时间为即日起至房屋拆迁

之日，17年过去了，房租依然没有调整，每个月仍

为 450元，然而合同上对于房租的调整却又没有

规定。 眼见周边房屋租金都在涨，出租人心有不

满，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在该起案件中，赖禹

立律师认为合同是双方自愿签订，因此是有效合

同。 在不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根据我国《合同法》

中的情势变更原则，租金应该适当上调。

赖禹立律师表示， 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

双方应就租赁房屋、租金、期限、违约责任等一系

列具体情况达成一致意见并做出约定，这样当纠

纷发生时，有利于双方保护自身权利，确认责任。

另外，当纠纷发生时，市民要学会正确处理，除了

协商、诉讼以外，如果合同中有仲裁约定，当事双

方还可以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租房有纠纷 先看合同是否有效

在处理房屋租赁纠纷时，首先要判定租赁合

同是否有效。 赖律师表示，判定合同是否有效的

核心在于我国《合同法》第 52条。根据法律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则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

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赖律师解释，所谓无效合同就是不具有法律

约束力和不发生履行效力的合同。 对于房屋租赁

合同的效力应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

1、审查合同的主体是否适格。 即出租人与承

租人是否具备有效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

2、审查租赁的标的物是否为法律法规禁止出

租。 只要法律法规没有禁止出租的房屋，都应是

可以出租的。

签租赁合同 应明确细节

赖律师表示，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双方

一定要细致、谨慎，这样才可以预防纠纷的发生。

除了对租金、押金、修缮责任等规定外，赖禹立提

示市民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在确认租赁房屋主体信息时，不仅是简单

确认房屋的地址， 还要确认房屋内的具体设备、

家具新旧情况、租赁用途等。 曾有案例，一承租人

租来房屋作为仓库使用，但是因为签订租赁合同

时没有确认房屋租赁用途，结果仓库内货物受水

被毁，出租人以不知道用途为由，推卸责任，因而

发生了纠纷；

2、租赁物维护：原则上出租方有义务对租赁

房屋进行修缮， 但是合同上应写明在哪些情况

下，承租人也应承担维护责任；

3、租赁房屋装修问题：如果承租人需要对房

屋进行装修变更，应取得出租人同意，并且对装

修附属物的归属问题做出约定；

4、租金问题：在一些长期租房合同中，由于

各种经济因素，租金可能会出现变更，这一点也

需要在合同中进行约定

哪些情况 可以解除合同

在一些情况下，由于对方不履行义务，房屋

租赁当事人是可以提出解除合同的。 赖律师表

示，就出租人而言，当承租人欠租超过合同约定

期限， 合同未约定期限或欠租达三个月以上，承

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擅自转租，可以提出解除合

同。

从承租人的角度来说，当出现出租人未按约

定的时间向承租人提供出租房屋，出租人所提供

的房屋不符合合同约定导致承租人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 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

或健康等情况时， 同样可以提出解

除合同。

此外，赖禹立律师表示，因不可

抗力的原因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或经

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同意解除合同

的，法院亦可以解除合同。

货物被盗 市场管理方是否担责

读者：有商家在我们市场租门面，我

们屡次通过书面、 口头形式提醒商家应

把货物放入仓库内，但是对方不听，依旧

放在市场里。现在对方货物被盗，我们市

场管理方是否要负责？如果要赔偿，应该

赔偿多少？

赖禹立律师：商家货物被盗，市场管

理方是需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因为管理

方有义务提醒商家进行备案或是把货物

放入仓库内。一般这种情况，市场管理方

进行赔偿的话， 赔偿金是以被盗货物的

总价值为基数，赔偿当中的 1至 3成。

但是在这起案例中， 根据市场管理

方所描述，自己已经尽责，建议管理方收

集尽责证据，例如口头提醒的录音、下放

通知时对方的签字。在这种情况下，市场

管理方是否负责就要看第三方， 也就是

犯罪嫌疑人是如何作案的了。 例如是在

白天，大摇大摆行窃，则市场管理方需要

承担一定责任；如果是在夜间，犯罪嫌疑

人通过隐秘手法作案， 市场管理方则不

用再负责。

装修质量问题 由专业人员鉴定

读者：我家请人来装修，但是没有

签订合同。 现在我发现房屋装修质量有

问题，我该怎么办？

赖禹立律师：出现这种情况，建议

市民先和装修方进行协商； 若协商不

成，可以走司法程序，向装修房屋所在

地的法院提起诉讼。

如果走法律程序的话，建议市民首

先要明确对方的主体信息，也就是相关

负责人的名字、信息等；至于市民所提

出的房屋质量问题，需要请专业鉴定人

员进行鉴定，证明房屋质量不好与装修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外，在提出诉讼

时，市民应明确自己的赔偿请求，也就

是说是要求对方进行金钱赔偿，还是重

新装修等。

卖房超过 20年 原主无权提主张

读者：我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私下与

中介签订合同， 把一套房屋以 5 万元的

价格卖给了中介。 合同约定如果日后反

悔，需要再支付对方 5万元赔偿金。现在

我想把这套房子拿回来， 请问合同是否

有效？ 我是不是还要赔 5万元？

赖禹立律师：双方在自愿、无强迫的

情况下签订的合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读者现在想要重新拿回房屋， 首先需要

明确自己究竟是在哪一年将房屋卖给中

介的。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民事权利的最

长保护期是 20年，也就是说如果卖房时

间距今已经超过 20年，这位读者就无权

提出主张。

另外， 即便房屋买卖时间仍在民事

权利最长保护期内， 但是如今房屋价格

已上涨， 所以读者在提出要回房屋主张

的同时，除了需要支付 5万元的赔偿金，

中介还享有议价权， 也就是说中介可以

提出该读者多支付金额的要求， 至于具

体数目，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下班路上被砍 算不算工伤

读者：前段时间，我弟弟加班至凌

晨 3 点，下班返回单位宿舍的路上被人

砍伤。 之后对方称是误伤，且对方没有

经济赔偿能力。 现在单位不认为是工

伤，请问该怎么办？

赖禹立律师： 认定工伤需要看受

伤的时间、地点以及原因，例如这位读

者弟弟的情况， 基本上可以确认属于

工伤。

这种情况下，受害人可以通过两种

方法提起诉讼， 一种是刑附民诉讼，也

就是起诉第三方；另一种则是提起民事

诉讼，其对象则是单位。 考虑到第三方

没有经济赔偿能力，建议市民走民事诉

讼路径，单位除了需要支付工伤赔偿以

外，由于受伤地点发生在单位至宿舍的

路上，而单位在这条往返线上没有做好

保护措施，导致职工受伤，因此还存在

侵权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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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圣伦达律师

事务所赖禹立律师值

守法律热线，解答读者

提问。 李慧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