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官提醒：民间借贷
不能仅凭一纸借条

12月21日上午，海南省图书
馆少儿绘本借阅室读者们席地而
坐，许多孩子在父母及大人陪伴
下徜徉书海。

省图书馆设置少儿绘本借阅
室，吸引越来越多的家长亲子共
读，增进了彼此的情感交流，共享
读书快乐，并能从小培养他们阅
读的兴趣与习惯。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亲子阅读
共同成长

本报屯城12月22日电（记者林容
宇 通讯员陈静）仅凭一张借据索还欠
款100多万元，3原告由于无法提供证
据，只好向法院提出撤诉。这是记者今
天从屯昌法院获悉的。

今年7月2日，原告张某、王某、张秋
某3人每人分别持有一张借据，向屯昌法
院起诉要求同为一个借款人的被告海南
某投资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欠款金额分
别为117万元、130万元、104万元。

屯昌法院当日立案后，于2014年8
月26日组成合议庭，开庭合并审理三
案。

庭审中，3位原告称，2012年11月
20日，原告张某、王某、张秋某3人分别
将现金180万元、180万元、104万元借
给被告海南某投资有限公司。被告分别

向3位原告出具借据，约定以上借款的还
款期限为2012年11月20日至2013年
10月20日，每月还款15万元，以银行转
账单为准。期间，被告已向原告张某偿还
63万元本金，向原告王某偿还50万元本
金。其余欠款被告未能如期偿还，因此原
告要求被告向三原告还款付息。

庭审中，3位原告仅各出具了一张
借据；被告口头承认欠款事实，也无任
何证据提供。

法院认为，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
属民间借贷，合法的民间借贷受法律保
护。作为债权人，应当对借贷金额、期
限、利率以及款项的交付等借贷合意、
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

庭审中，3位原告虽都提供了借
据，并声称均以现金交付。但法官认

为，在出借人的支付能力、当事人之间
的交易方式、借贷双方的亲疏关系等举
证中存在以下疑点，首先是原告有出借
180万元巨额借款的能力，而在立案阶
段缴交诉讼费用时却向法院提供了由
其住所地居委会出具了无固定工作、经
济困难的证明；其次是作为向法人企业
出具借款，却无被告公司的入账证明；
第三，期间部分还款，双方约定以转账
单为准，却无法提供转账单证明已还款
额；第四，原、被告均系朋友关系，却在
出借巨额借款时无任何风险意识。

面对着法官对证据的严格审查和
质询，3位原告最终未能再提供出任何
证据。

2014年11月11日，3位原告向法
院提出撤诉申请，法院予以准许。

手持借条就是要不回百万欠款
原是证据不足 原告只好撤诉

民间借贷中，对于小额借款，出
借人具有支付借款能力，如果当事
人主张是现金支付的，除了借条又
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交易习惯，出
借人提供借据的，借方也认可的，一
般可视为其已完成了举证责任，可
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而对于
大额借款，当事人也主张是现金交
付的，除了借条没有其他相关证据
的，就算借方也认可，法院还应通过
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
债务人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
关证人证言等来判断当事人的主张
是否能够成立，仅凭借条还不足以
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因此法官提
醒：民间借贷不能仅凭一纸借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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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参与造血干细胞护送——

7个多小时的生命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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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洪宝光

今天，带着郭先生的心愿，带着正
在上海治疗的吕先生的期待，本报记
者与海南电视台一名记者踏上了护送
造血干细胞的征程。

中午12时许，造血干细胞采集完
成。经过工作人员的包装，一切准备
就绪。13时05分，医护人员将造血干
细胞储存箱交到本报记者手中，我手
提着箱子，虽然不重，但这是吕先生获

得重生的希望，因而提在手上感觉很
沉重，担心会出意外。

根据医生的嘱托，在送往上海的过
程中，储运箱不能过安检，而且在路上
每隔10分钟要摇一摇，避免血液凝固。

15时许，我们乘坐的从海口飞往
上海的飞机起飞，每隔10分钟，我们
就摇一摇储运箱，一刻也不敢睡，担心
忘了摇箱子。

一路上，这就是我和海南电视台
一名记者的工作。

终于到达上海了。18时，飞机稳
稳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时，我们的心
情变得激动起来。

“请问是来自海南的志愿者吗？”
在机场，上海长海医院的医生已等候
在门口，并将我们送往医院。

19时30分，当我们来到医院7楼
时，吕先生的妈妈和弟弟已捧着鲜花
在电梯门口等待我们的到来。

见到我们时，吕先生的妈妈黄莲
枝流出激动的泪水，她紧紧地握住我

们的双手说：“是海南给了她儿子生
命。”

很快，完成了交接手续。装在恒
温储运箱内的造血干细胞，被送进手
术室。

从13时记者接过造血干细胞储
存箱，到将造血干细胞送抵上海，完成
交接手续，历经7个多小时，终于完成
了任务，我们的心也放了下来。

今晚，吕先生将进行骨髓移植手
术。 （本报上海12月22日电）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洪
宝光）去年，在一次无偿献血时，了解
到造血干细胞可以让白血病人再造
生命奇迹，来自河南的郭先生留存了
6毫升爱心血样。今天，他在海口市
人民医院成功实现了造血干细胞捐
献，成为全国第4655例、海南第58例
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者。他捐献了
230毫升造血干细胞混悬液，将救治
外地一位30岁的白血病青年。

今年9月份，上海的吕先生确诊
为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必须尽快进
行骨髓移植手术，亲缘配型失败后，
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库查找配
型相合的志愿捐献者。9月30日，他
幸运地在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
料中寻觅到了郭先生。郭先生是河

南叶县人，是一名80后，目前在乐东
一公司工作。

今年10月13日，中国造血干细
胞总库紧急通知海南省红十字会寻
觅配型相合的捐献志愿者。

“我愿意捐献救人！”10月15日，
接到省红十字会的通知后郭先生
说。虽然郭先生同意了，但捐献意愿
遭到了爱人的反对。郭先生反复与
家人解说捐献无损身体健康并能救
人一命，善良的家人们最终同意了郭
先生捐献爱心。

12月17日，郭先生入住海口市
人民医院办理志愿捐献，12月18日
至21日，注射造血干细胞动员剂。

“能帮助别人何乐而不为。”郭先
生说。

男子欲自杀
消防及时救了他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李关
平 通讯员林宇）20日13时40分左右，
海口市大同路一单位宿舍内一名男子将
自己反锁在房中，打开天然气，意图自
杀。接到报警后，海口消防6名官兵火
速赶到现场破门施救，及时抢救回了一
条生命。

消防官兵到场后，立即向现场民警
了解情况。经介绍，一男子已将家中门
锁全部从房屋内进行上锁，并打开天然
气，试图自杀。情况十分危急！经过全
面侦察，指挥员根据现场情况命令战士
利用无齿锯、铁铤进行破拆门。几分钟
后，消防官兵成功将门锁破拆，并进入屋
内。发现一名男子正躺在地上昏迷不
醒，屋内弥漫着天然气味，消防官兵立即
将该男子转移到阳台通风的地方后，迅
速打开屋内的门窗，并通知已经到场的
120医护人员进行救治，该男子最终转
危为安。

担心林地被占用
男子擅砍树木获刑

本报牙叉12月 22日电 （记者杨
勇 通讯员钟祥）近日，白沙一男子因擅
自砍伐天然林木，被白沙法院判处拘役4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2008年开始，被告人符某常在白沙
某农场一个山上开挖种植橡胶的行带
和洞穴，但没有将山上的林木砍倒，由
于林木树叶遮挡阳光不能种植橡胶，这
块地就一直荒弃着。

2013年年底，符某常发现有人在这
块地的边缘种植槟榔和橡胶，担心这块
林地被别人占去。今年1月3日早上，
在未经林业部门和白沙农场的批准下，
符某常携带砍刀和手锯擅自对该山上
的天然林木进行砍伐，并将砍伐的林木
丢弃在地里，遭砍伐林木直径7厘米至
20厘米不等。

经鉴定，被砍伐的土地是规划林
地，面积为2亩，林木蓄积量为13.5立方
米。案发后，被告人符某常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自首。

法院审理后认为，符某常的行为已
构成了滥伐林木罪。鉴于被告人符某
常案发后自首，依法可从轻处罚，遂作
出上述判决。

全岛今日起
气温逐日回升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刘贡 通讯员袁迎
蕾 李凡）尽管上周全岛气温最低低至10℃以下，但
省气象台预计，本周海南岛北部、中部和东部地区多
阴雨天气，23日起气温逐日回升，26日—27日气温
回升明显。

22日冬至，而今年海南冬至暖如春，海南文
史民俗专家蒙乐生脱口而出海南谚语：“冬至
干，年夜湿！”照此经验推测，春节期间可能降
雨。

23日—27日白天，受偏东气流影响，北部、中部
和东部地区阴天有小雨，其余地区阴天间多云，气温
逐日回升，最低气温将升至19—22℃，最高气温将
升至24—27℃。

27日夜间—28日，受冷空气影响，全岛阴天间
多云，五指山以北的局部地区有小阵雨，最低气温西
北部地区和中部山区将降至12—15℃，其余地区
16—19℃。

海洋方面，22日—27日白天，各预报海区风力
5—7级；27日夜间—28日，各预报海区风力6—8
级。

三亚大茅隧道东隧道改造日前开工

三亚前往海口
需改走西隧道

本报三亚12月22日电（记者张靖超）日前，记
者从三亚市交警支队获悉，大茅隧道西隧道已经改
造完成，东隧道改造正式开工，从三亚去海口的车辆
需要改走刚刚改造完工的西隧道。

今天上午，记者在大茅隧道施工现场看到，在三
亚往海口方向，距大茅隧道约一公里处，原来直行的
车道已经封了起来，所有车辆拐向对向车道行驶，车
辆最终穿过改造后的大茅隧道西隧道到达林旺，然
后再回到原来的车道行驶。记者注意到，改造后的
隧道道路十分平整，光线也比原来亮了很多，车辆通
行顺畅。

据悉，大茅隧道安保工程今年10月9日开工，主
要进行消防、供配电、照明等多个方面的改造，项目
首先改造的是西侧隧道，12月中旬完工后再进行东
侧隧道施工，预计明年春节前完工并恢复交通。

河南男子海口捐献造血干细胞

“能帮助别人何乐而不为”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单憬

岗 通讯员王亚琴）为了全面整治“城市
牛皮癣”——乱发、乱贴小广告的行为，
海口市政市容委决定启动数字化城管

“语音呼叫告知系统”。这是记者今天从
海口市政市容委获悉的。

小广告被称为“城市牛皮癣”，一直
以来，清理不尽、处罚不完。对此，海口
市政市容委决定于明年元旦前开展小广
告的综合整治，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严
厉查处，坚决遏制散发小广告行为。同
时，针对乱张贴的小广告，与通讯运营商
合作，启用数字化城管“语音呼叫告知系
统”，以24小时不间断的呼叫告知违法
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并要求前来接受处
罚，直至处罚后恢复正常通话功能。

在此，海口市政市容委敬告广大市
民、各类广告公司、印刷企业等，禁止在
城市道路、建筑物、构筑物、设施上乱涂
写、乱刻画、乱张贴，否则将按照《海口市
城市容貌管理若干规定》第十三条的要
求，责令清除，并对违法行为人处一百元
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指使他人张贴、
刻画、涂写的，按照对违法行为人罚款数
额的五倍予以罚款。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周月
光）“说是免费美容，但上楼后，眼睛一蒙
就身不由己，半小时就被收走3500元。”
今天下午，消费者于先生拿着退回的
3200元说，天上没有掉馅饼的好事，免
费的东西一定要当心！

市民遭遇诱导消费

昨天下午6点，于先生从海口市南
宝路明都大厦前经过，有个小伙子上来

递给他一张券，上面写着：伊萨蕾雅养颜
会所，邀请券，凭此券参加活动，赠送试
用装试用，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小伙
子热情地说：免费的，可以去试试。于先
生本来无意，但小伙子跟在他后面劝说，
他想：既然是免费的，那就上去试一试。

被小伙子领到明都大厦10楼1008
房，进入其中一小隔间，一位戴口罩的女
服务员走过来，让他躺到一个狭窄的台
子上，拿出两片湿纸巾之类的东西，把他
眼睛盖住。

“眼睛被盖后，服务员往我脸上抹一
层糊状的东西，又拿出一个据说是激光
之类的东西，往我脸上喷射一番，我有一
种烧灼感，感觉不舒服，要求结束，但服
务员说，激光之后必须护理，不然，出问

题她不负责任。”于先生说，感觉不对劲，
他再次要求结束，但服务员不理，继续往
他脸上抹糊状东西，之后，进来两个人，
分三次让他在满脸涂着糊状东西的状态
下缴了3500元。

下楼之后，于先生就打电话向公安、
工商、食药监、卫生监督等部门报警或投
诉。

美容店证件不全被查

今天下午，记者与海口市大英工商所
有关人员陪于先生来到明都大厦10楼。
记者看到，伊萨蕾雅养颜会所面积约100
平方米，前台两侧有四个小隔间，里面都
放着一张狭窄的台子，旁边的一个小台子

上放着一堆很多英文的化妆品。记者注
意到，前台有张营业执照，上面写着注册
日期是2014年12月4日。会所工作人
员对于先生所说的遭遇没有不同意见。
于先生要求退还所缴的费用，一名穿黑衣
的工作人员表示，可以退钱，但只能退
3200元，因为于先生确实消费了，最终于
先生接受3200元的退款。

就在记者即将离开时，又来一位翁
姓小伙子，他说，昨天中午路过这里，也
被诱导来这里做美容，糊里糊涂地被迫
花掉2450元，回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
所以赶过来讨说法。对这位小伙子的说
法，会所也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立即给他
退还1900元。

大英工商所执法人员说，伊萨蕾雅

养颜会所的做法有诱导甚至威胁消费者
的嫌疑，之前明珠广场有类似的会所，后
来经工商部门做工作，那家会所撤走了，
没想到明都大厦又开了一家。

海口美兰区卫生监督所一位执法人
员说，像伊萨蕾雅养颜会所这类的美容
店，不仅要有营业执照，还必须有卫生许
可证，会所没有看到卫生许可证，涉嫌违
法经营，将进一步调查处理。

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海秀路一带，此
类会所有多家，有的手法隐弊，都是以免
费方式诱导消费者进店，然后，高价推销
所谓的美容服务项目。省12315中心有
关负责人提醒消费者，若遭遇此类诱导、
强迫式消费，要及时拨打12315投诉，敢
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说是免费美容 进门狠宰一刀
工商调查后商家退还消费者3200元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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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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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

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收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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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办理历史遗留
问题房产证2.2万户

本报海口12月22日讯（记者刘贡）记者从海口
市解决办理房产证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获悉，办理
房产证历史遗留问题政策实施近5年来，海口已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截至今年12月，全市共办理历史
遗留问题房产证22455户、312.6万平方米，其中今
年1月-12月共办证户数2454户，面积42.6万平方
米，涉及商品房、单位集资建房、以及国有单位的单
位自建房，已超额完成全年40万平方米为民办实事
工作指标，较好地解决了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房产
历史遗留办证问题。

据介绍，仅今年1月-12月，海口已处理商品房
历史遗留问题14.75万平方米；解决三军三警办证
项目总计24栋，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

就解决的范围而言，海口主要处理 2006 年
12月 31日前，在市国有土地上经规划批建且实
际交付或实际使用，但因建设中存在问题未办理
房地产证的房屋。今年根据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要求，确实解决群众办理房产证
的实际问题，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解决商品房登记历史遗留问题的通知》（琼府办
［2013］178 号）要求，海口将商品房办证遗留问
题范围延后三年，即2009年12月31日前竣工交
付使用符合条件的商品房办证问题也纳入历史
遗留政策处理范围。

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解决问题”为原
则，海口区分不同的历史阶段，并依据当时的法
律法规确定相应的办理房产证条件，从维护购
房者合法利益出发，妥善解决历史遗留的房产
登记发证问题。又突出重点，区别具体情形，主
要解决开发商不存在或违规建设等原因导致的
业主不能办理房产证的情形，对于开发商和业
主之间的民事纠纷，引导其通过民事诉讼的途
径解决。此外，按照“权责分明”的原则，优先保
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将开发建设单位违法
违规的责任与购房者办证的权益相分离。如小
业主缴清自身应缴纳的房产税费后，先予办理
房产证；开发建设单位欠缴的税费，由相应职能
部门追缴。

为了妥善解决合法建设与违法建设共存建
筑物的确权问题，海口采取了合法建设与违法
建设区别对待分步规划验收的方法。如建筑工
程存在违法建筑未能进行项目整体验收的，规
划部门可以先对合法的建筑部分先行规划验
收，不让违法建设影响合法购房、合法建设的小
业主办理房产证。

郭先生在海口市人民医院进行了造血干细胞捐献。 本报记者 洪宝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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