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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4月26日讯（记者聂
元剑）25日晚上7点多钟，位于海口市
海盛路北侧的长信蓝郡建筑工地发生
意外事故：2名修理施工吊篮的工人从
14楼施工现场掉落地面死亡。有关部
门正对该起事故进行调查。

4月25日晚10点钟，记者接到消
息赶到现场看到：一栋正在施工的14
层楼的一楼施工吊篮底部，躺着2名男
子。死者家属已赶到现场。

据现场施工人员介绍：事故发生
在晚上7点多钟，当时这栋楼房的施工
吊篮发生故障，这2名修理人员上楼顶

进行修理，不知什么原因，2人从楼顶
摔落到1楼地面。工人们见状赶紧拨
打120急救电话，医生赶到现场对这
2名工人进行了抢救，但最终抢救无
效死亡。据了解，两名死者都是安徽
人，其中一人49岁。

当晚11点多钟，辖区派出所民
警和海口市分管安全生产的工作人员
也赶到了事故现场。在现场调查情况
的民警称：事故是7点多钟发生的，
但他们11点多钟才接到报警电话。

目前，安监部门的工作人员正对
这起事故进行调查。

南国都市报4月26日讯（记者
利声富 通讯员 王琨）4月22日，三
亚农民韦先生在地里干活时，突然
被一条蛇咬伤，心脏骤停。好在家
人送医及时，经过医生2小时的抢
救，他终于转危为安。

“医生，快救救我孩子，他刚被
蛇咬了。”22日，一个年近六旬的阿
姨哭喊着跟着救护车来到解放军425
医院的门诊大厅。接诊的普外科医
生林文波一看，伤者心跳停止，呼
吸也没了。再细看伤口，他心想：

“不好，看那两排牙痕，应该是被眼
镜王蛇咬伤的，红肿得厉害。”林医
生马上将韦先生送到科室进行切开
排毒，消毒抗炎，并注射抗蛇毒血

清。经努力抢救，韦先生转危为安。
据了解，当日上午，韦先生在

地里干活时，不慎踩到一条蛇。被
激怒的蛇猛地蹿起，一口咬住韦先
生的右脚脚踝。韦先生拼命蹬踏，
蛇才松口。他还没来得及细看伤
口，就倒下了。家人看到后，赶紧
将其送到解放军425医院。

“小韦被眼镜王蛇咬了，如果再
晚些到医院，可能会有生命危
险，好在现在没事了。”林文波对韦
先生母亲说。

林文波提醒，海南进入夏季
后，炎热的天气会使蛇的出没更加
频繁。因此，农民朋友外出劳动
时，一定要多加留意。

南国都市报4月26日讯（记
者 胡诚勇 通讯员李光贵）4月26
日中午13时许，昌江县叉河立交
桥往三亚方向200米处一货车着
火。接警后，昌江消防中队赶到
现场看到，一辆满载石头的半挂
货车的两侧轮胎起火，浓烟滚
滚。消防官兵半个小时将火扑灭。

据初步了解，火灾的发生是
因为该车在行驶过程中，后轮其
中一个轮胎刹车卡死导致。

南国都市报4月26日讯（记
者胡诚勇文图）4月25日下午18
点10分左右，海口市文明中路一
家五金店突发火灾，消防人员赶
到现场将火扑灭。此次火灾未造
成人员伤亡，但店家损失不小。

着火时，王先生正在五金店
楼上的咖啡厅喝茶，突然发现有
浓烟窜上来，有人大呼“着火
了！”他和朋友快速跑往楼下，
发现楼下一家关着门的五金店里
正往外冒着烟，他赶紧拨打119。

赶到现场后，由于一时找不
到店家，消防人员用电锯将卷闸
门锯开，用水枪往里喷水。18时
50分左右，火势基本得到控制。

26 日上午，记者回访时看
到，该店天花板吊顶有很大一部
分已经烧毁，里面的五金商品和
装饰材料很多表面都被熏得黑漆
漆的。“这次损失可大了！”据店
家介绍，店内存放着不少货物，
损失比较惨重。对于火灾原因，
店家猜测是电线短路。

南国都市报4月26日讯（记
者贺立樊）26日下午，三亚海棠
湾君悦酒店6号工地燃起大火，
消防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据快递员吴先生介绍，当天
下午16时20分左右，他路过此
处送快递时，发现工地内火势较

大，现场停放了多辆消防及相关
处置部门的车辆。

南国都市报记者从三亚市公
安消防支队了解到，已派出消防
官兵灭火，现场没有人员被困，
没有伤亡，是工地板房起火，目
前起火原因正在调查。

工地板房失火 原因正在找

对于一审结果，海口住建局及第三人银行
方面都向海口中院提起了上诉。海口住建局及
银行方面表示，于康的房屋登记申请不符合相
关登记条件，因为开发商已经将项目占用范围
内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了银行，并办理了抵押
登记，根据《物权法》“以建筑用地使用权抵
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抵押人未
依照前款规定一并抵押的，未抵押的财产视为
一并抵押”等规定，地面的建筑物也一并被抵
押，而根据《房屋登记办法》规定，这种情况
下办理产权转移，应有银行同意的书面文件，
而于康并没有提供相关材料。他们请求，法院
驳回于康要求办理房产证的诉请。

于康和开发商方面则表示，买房办证权利
应得到实现，请求法院维持判决一审判决。

海口中院二审查明，于康未举证证明其与
开发商共同向海口住建局提出办理房产证的申
请。该院认定，于康与开发商签订购房协议购
买房屋而向海口市住建局申请办理房屋登记，
不具有法律规定的可以单方申请办证的情形，
其应与开发商共同向海口住建局申请办理所购
房屋的登记手续。根据上述规定，于康的申请
不符合法律规定，海口市住建局未给其办理房
屋所有权证不存在不作为的违法行为。

日前，该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
决，驳回于康的诉讼请求。

开发商拿土地抵押贷款 全款买房办不了房产证 男子告输住建局

遇到这样的事怎么办？
律师说：应与开发商一起申请过户

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不少见，
买房人该怎么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罗荣
表示，根据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第44条规定，商品房可以进行
预售的首要条件是，已交付全部土
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取得土地使用
权证书，土地使用权未经抵押。也
就是说，开发商在办理商品房预售
许可证时，土地使用权上没有抵
押，否则便无法办理预售许可证。
没有预售许可证，该商品房就不能
进行销售。所以，一般情况下，具
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地产项目
的土地都是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
的。本案是特例。既然享有土地抵
押权的银行表示同意开发商销售房
屋，应视为其放弃在该土地上抵押
权的优先权。海口市住建局不能以
该商品房土地上有抵押而不予办理
房产土地证。买房人应根据其与开
发商购房合同的约定，要求开发商
为其办理房产土地证，如果逾期不
能办理，可以要求开发商承担违约
责任，或者要求解除购房合同，并
要求开发商赔偿相应的损失。

既然如此，那本案为何于康会
败诉？罗荣律师解释，根据《城市

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
三条规定：“预售商品房的购买人应
当在商品房交付之日起90日内，办
理土地使用权变更和房屋所有权登
记手续。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协助
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
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
要的证明文件”。这条规定说明，商
品房登记手续是开发商和购房人共
同办理的，而非哪一方单独可以办
理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开发商获
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
证，即大产权证，是业主办理房产
证的前置条件。也就是说，一个房
地产项目没有办理好大的国有土地
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之前，购房
人是无法办理所购房屋的产权证
的。二审法院认为于康不具有单方
面申请办证的情形，其应与开发商共
同向住建局办理房屋产权登记手续。

罗荣律师建议，购房者在买房
时，一定要认真查看开发商是否具
备包括《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在内
的五证，同时去相关部门看项目土
地上是否有抵押或者其他债务纠
纷。如果土地或者房屋存在纠纷，
哪怕再便宜也最好不要购买，以免
存在不能办理产权登记证的风险。

律师说法

银行同意预售代表放弃抵押优先权

提醒市民，
买房前要查清
开发商“底细”，
避免纠纷

在楼顶修吊篮
两修理工14楼坠亡
事发海口长信蓝郡建筑工地 坠楼原因正在调查

一不留神踩到蛇 还是眼镜王蛇 被咬一口心跳没了

三亚一农民“鬼门关”走了一遭
被蛇咬伤怎么办?

“被咬伤后不管咬的蛇有没有
毒，都应挤压近心端，并原地躺
下，减少活动，同时拨打120，尽快
到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就医。”林文
波说，对于一些民间流传的“解毒
偏方”，如在伤口处做十字切口、用
嘴“吸毒”等，目前还没有足够的
科学实验证明其可行性。由于大多
数被蛇咬伤的患者都不知道蛇的种
类，更不知道蛇是否有毒性，为保
证患者安全，医院收治病人时，如
遇伤口肿胀、发痒等症状，都会建
议其注射抗蛇毒血清。而抗蛇毒血
清在注射前必须做过敏皮试，结果
是阴性者，方可全量注射。

五金店起火
老板亏大了

货车跑呀跑
轮胎着火了

生死一线间 防火即防祸

南国都
市 报 4 月
26日讯（记
者何慧蓉）
花 37 万元
全款买了房
子，入住了，
开发商也同
意办理过户
手续，但住建
局就是不给
办房产证。
为啥呢？

原 来 ，
开发商此前
以土地作为
抵押，向银
行借了钱，
抵押还没取
消呢！

“开 发
商欠钱跟我
有 啥 关 系
啊？”市民于
康（化名）将
海口市住建
局起诉到了
法院。

2007年，于康看中了位于海口国贸区域某
花园的一套房子。在与开发商签订了购房合同
后，于康以37万余元的价格，全款买下了这套
房子，并办理了入住手续。之后，于康向海口
市住建局提交了购房合同、发票等相关材料，
要求将登记在开发商名下的房子过户到自己名
下。但是，海口住建局却以土地抵押尚未解
除，拒绝为于康办理房屋产权转移登记手续。

原来，在开发该小区时，因为资金问题，
开发商于2002年以小区所占的1.4万平方米土
地作为抵押，分两次向银行申请贷款 1130
万，并在国土部门办理了土地他项权登记。
2004年，在开发商的要求下，银行向海口房产
管理局出具证明，说明该项目已在银行抵押贷

款，同意房管局为开发商办理房屋预售手续。
开发商在办理了预售许可证后，将小区房屋对
外销售。于康买下的就是其中一套房子。

2014年7月，于康将海口住建局起诉到海
口美兰区法院。

海口美兰区法院一审认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
管理法》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
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而银行之
前同意开发商办理房屋预售许可证，应认为银
行同意开发商将房屋对外销售，并同意开发商
履行向购房者交付房屋和协助办理房屋转移登
记手续的义务。因此，海口住建局应依法履行
为于康办理房产转移登记手续的法定职责。

小区土地被开发商抵押贷款 他全款买的房屋办证被拒

未与开发商共同申请过户 法院终审驳回男子诉请

事发现场 记者聂元剑摄

货车起火现场。记者胡诚勇摄

着火的五金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