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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不破租赁”
？那得看具体情况
为阻拦房产被拍卖，
他两次虚构租赁合同获罪
买了一套房子后，如果被告知房子有几年的租约在，还得继续履行原来的租约。这在法律
上有个术语——买卖不破租赁。
象山的张望（化名）夫妇，抵押的房产要被拍卖，就钻起了“买卖不破租赁”的空子，连着两次
虚构租赁合同，
希望阻拦拍卖。结果，
聪明反被聪明误，张望被依法问罪。
法官提醒市民，租房时一定要留意房产是否有登记抵押等情形。

严勇杰 绘

找亲戚虚构了 15 年租房合同
张望夫妇之前有向银行借款，
没能
按约定归还。
2014 年 6 月，
象山法院判
决张望夫妇偿还平安银行象山支行借
款260 万元及利息；
该支行对张望夫妇
设定的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抵押物
是 一 套 房 子 ，抵 押 登 记 办 理 时 间 是
2013 年 3 月 5 日。判决生效后，张望夫
妇均未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
该支
行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过程中，象山法
院启动对抵押房产的评估拍卖。
其间，
张望提交了一份其与案外人鲍某签订
的租赁合同，
显示租赁期限为 15 年，
租
金 72 万元已一次性付清，落款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 日。随后，张望下落不
明，
鲍某具体联系方式不明。

办案法官告诉记者，因出租合同
签订时间早于抵押登记办理时间 2013
年 3 月 5 日，
在无法查明租赁真实与否
的情况下对抵押物进行拍卖，可能损
害承租方又损害债权人利益。
在征得债权人同意后，法院
暂缓拍卖。今年 2 月，经过警
方 布 控 等 多 方 努 力 ，法
院终于找到了张望。
他坦白：鲍某是自己的亲戚。办
理抵押登记时，案涉房屋并未出租。
之所以与鲍某虚构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正是为了阻止法院拍卖房子。
鉴于张望的行为已经妨碍执行，
该
院对张望作出司法拘留15日的决定。

又签了份租房合同，还把日期提前了
此后，象山法院再次启动拍卖程
序。让法官意外的是，又起波折了。
今年 4 月，案外人戴某向法院提出租
赁权异议。
戴某提交了一份落款时间为
2012 年 12 月 20 日，租期长达 7 年，且
14 万余元的租金一次性付清的租赁合
同。而且，
戴某也正在使用这套房子。
经审查，法院发现张望与戴某签
订的这份房屋租赁合同其他内容为真
实。不过，时间属于倒签，实际签署时
间应为 2015 年 6 月，目的是利用租赁
权排除执行。
法官告诉记者，原来，
张望曾向戴
某借钱，没法按时归还。于是，就想出

了租赁合同这招，一来可以用房子租
金来抵消借款，二来可以利用租赁权
让房产免于被拍卖。
象山法院认为张望的上述行为涉
嫌犯罪，将该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张望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后主动
到案，并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今年 10 月，检察院以张望犯拒不
执行判决罪提起公诉。经过审理，象
山法院认为张望对法院的判决有能力
履行而拒不执行，并与案外人合谋多
次通过倒签时间伪造租赁合同方式干
扰执行工作进程，
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
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拘役 6 个
月，缓刑 8 个月。

■延伸阅读

车行半路起火，
连车带货几乎全毁

司机裹着棉被在风中发抖
本报讯（记者 王思勤 通讯员
郑超雷 蔡天宇） 正值初冬时节，
气候干燥，昨天，高速公路就接连发
生了两起车辆起火事件。
昨天凌晨 2 点多，
杭甬高速发生
了一起运纸货车起火的事故。当时，
高速交警接到过路驾驶员报警，
说杭
甬高速往宁波方向余姚服务区附近，
有货车起火燃烧，
火势较大。
交警立即赶往处置，在距离起
火现场一公里外，交警就能看到明
显的火光，靠近之后，只见货车停在
应急车道内，车身已经被大火包围，
浓烟滚滚，由于运载的是纸张，空气
中还飘散着烧焦的纸灰。驾驶员已
经自行离开驾驶室，
逃到安全地带。
确认驾驶员安全后，交警为其
在后方做好警示措施。此时，消防
车辆也到达了现场，
经过 4 辆消防车
30 分钟的扑救，
火势基本控制，
但这
辆车与车上的货物早已面目全非。

无独有偶，昨天凌晨 3 点多，沈
海高速往上海方向 1423 公里（距庵
东收费站 6 公里处），也有一辆货车
在行驶过程中突然起火，当高速交
警到达现场时，消防官兵正在紧张
扑救，货车驾驶员刘某正裹着棉被
在风中颤抖。
经询问，
刘某是从宁波收费站上
的高速，车上装载的是价值 20 多万
元的纸张，可行驶至事发路段时，他
突然发现左后轮起火，
靠边停车后试
图用车载灭火器灭火。可是，
火势太
凶，
很快就蔓延到了全车。等到消防
官兵及交警到达现场紧急抢救，
车上
货物已经有一半被大火吞没。
刘某说，车辆没有保自燃险，这
一场火不仅烧毁了车，还烧掉了价
值十几万元的纸。至于起火原因，
他也摸不着头脑。
目前，这两起起火事件还在进
一步处理中。

租房时要了解房产是否有抵押等情形
根据现行司法解释，对于租赁抵
押房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若干问
题的解释》 明确规定：“抵押人将已
抵押的财产出租的，抵押权实现后租
赁合同对受让人不具有约束力。抵押
人将已抵押的财产出租时，如果抵押
人未书面告知承租人该财产已抵押
的，抵押人对出租抵押物造成的损失
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抵押人已书面告
知承租人该财产已抵押的，抵押权实

现造成承租人的损失，由承租人自己
承担。”
法官提醒，租房子时最好找到房
主，在租房前应当查看房产证 （不动
产登记证），注意查看是否记载有抵
押等情况。如果有抵押等情形的话，
尽量别租。如果房产有抵押，一旦房
东未按时还款，该房产随时有可能被
抵押权人起诉，要求实现抵押权，租
客的权益难以得到保障。
记者 王颖 通讯员 罗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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