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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83
期开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05）、（12）、（13）、（18）、（21）、（29）
特别号码：（32）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8183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3）、（5）、（9）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 7“好彩 1”电脑福利彩票第
2018183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32）、（羊）、（冬）、（北）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双色球盛夏狂欢,你中奖我买单: 7月3日至8
月30日期间，彩民凡在市内福彩投注站采用
“7+1”、“8+1”、“9+1”三种复式投注方式，购买
双色球彩票且中奖的，兑取中奖奖金时返还等
额的购彩金或等值的双色球彩票。相信梦想，助
力公益，中国福利彩票。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8年7月9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8183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8、4、4
“排列五”中奖号码：8、4、4、0、5
兑奖时间从2018年7月9日起至2018年9月7日止。

“超级大乐透”第18079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3、04、10、27、29、01、05
兑奖时间从2018年7月9日起至2018年9月7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8年7月9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买二手房交了首付
住了近三年要搬出

房价上涨卖家不肯过户，法
院认定卖方违约，但房子存在按
揭抵押和案外人查封，因此一审
判决解除合同

最近3年来，因为一套房，家在开发区的
严女士自称被搞得身心疲惫。原来2015年她
买了套二手房，交了定金和首付共计 20 万
元，签了买卖合同，装修好住进去了，没想到
2016 年房价上涨，旧房东不干了，不仅不肯
过户，还要求她搬出来。无奈之下严女士走
司法途径维权，法院虽然认定卖方违约，但
因房子存在按揭抵押和案外人查封而一审
判决解除合同。

■买主称房价上涨卖主违约
昨天上午 9点，记者来到位于中山港大

道 123号的铂爵山花园严女士“家中”，只见
房子已经装修完毕，生活用品一应俱全。

“我们都住进来了两年多了。”怀孕 7个
月的严女士无奈地告诉记者，装修过程中房
主还协助他们开通了煤气、水电，“现在房主
不但不协助办过户手续，还要求我们搬出。”

据严女士讲，这套房子是 2015年 6月 30
日从房主叶先生手里买的，“当天就签了买
卖合同，交了 10万元定金，房主就把钥匙交
给了我们，我们马上就找公司装修，装修好
了，我们就搬了进来。”

严女士说，叫人没想到的是，“原本合同
约定房产证出来后，双方就在中介协助下办
理赎楼手续并交首笔10万元房款。房产证是
2016年端午节前后出来的，可2016年开发区
的房价开始上涨，房主叶先生认为卖亏了，
提出我们要多给10万元，我们不同意。”

严女士讲，就因为这10万元钱谈不拢，对
方一直躲着不配合办理赎楼手续，无法办理
过户，导致一家人身心疲惫。严女士反映的
情况是否属实呢？记者随后拨打卖主叶先生
的电话，却无人接听，之后记者发出表明身
份和采访意图的短信，截至发稿时，没有收
到回复。

■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合同
严女士讲，当时为筹买这套房子，他们把

之前的一套楼梯房便宜卖掉了，和卖家签订
的合同写明等新房子过户后，卖家要尽快把
户口迁出，这样买家才能迁户口进去，现在新
房子一直过不了户，意味着他们没办法履行
那份合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选择了走
司法途径维权，没想到却输了官司。

从严女士提供的一份2017年6月30日中
山市第一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看到，法官认
定导致房产交易无法进行的违约方系卖主叶
先生，买方严女士不存在违约情况，但因涉案
房产名下存在按揭抵押和案外人查封，卖主
叶先生对涉案房子不享有完整的可独立支配
产权，其不能自主处分涉案房产，因此判决卖
主叶先生返还严女士双倍购房定金20万元及
服务佣金2000元，驳回原告严女士要求被告
继续履行房屋买卖合同的诉求。

本报记者 王伟

7月8日早上，南朗镇一石场有司机在进
行泥头车作业时，车斗不慎触碰到高压线，
引致车身着火燃烧，司机被电流击倒。接到
警情后，南朗消防专职队立即出动3台消防
车、15名消防员火速赶赴现场处置，经过15
分钟，泥头车大火被顺利扑灭，司机在现场
经抢救也脱离了生命危险。

本报记者 王伟
通讯员 黎炳傑 陈啸天 摄影报道

自家果树摘荔枝
女子摔下致骨折

本报讯（记者 周映夏 通讯员 黄琳）近
日，记者从市中医院了解，46岁的黄女士在
自家果园摘荔枝时，不慎从树上摔下致腰椎
骨折，幸而求医及时，伤情恢复较好。

据了解，46岁的黄女士于 6月 17日因从
树上摔下后致腰部疼痛，来到市中医院求
诊，经查体及相关检查后诊断为椎体压缩性
骨折。入院后，市中医院脊柱科予完善相关
检查，经判断有手术指征，进行了内固定手
术治疗，目前患者已出院回家休养。该院脊
柱科黄福立副主任医师表示，幸亏及时就
医，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导致驼背或迟发性
神经损伤。

7月6日，本报报道了湛江18岁女生林某某高考结束后到中山打工失联，其父亲担心女儿是误入传销组织事件

后，来自茂名的小彭看到报道后随即联系林父，称自己也是今年的高考生，刚从藏匿在中山的一个疑似传销组织逃

脱，而他清楚地记得，在这个“组织”见到过林某某，并和林某某握了手。当天下午，就在小彭和林父赶到中山配合警方

寻人时，林某某突然与林父联系，称自己在广州南沙，随后林某某就回到了湛江老家。小彭、林某某到底经历了什么？

■父母离世遗留股权，兄
妹相争对簿公堂

哥哥阿国和妹妹阿珍都是
我市某镇居民，其父母先后病
故。2017年，村里经联社与开发
商合作开发房地产，获得一些固
定收益和商品房。按照股权分
配，两兄妹的父母共获得 10万
元及48平方米商品房份额。

妹妹阿珍称，虽然父母生前
都是在哥哥阿国和大嫂阿兰夫
妇家中赡养，但她因离娘家近，经
常都回去看望和照顾父母，父母
的后事是她与哥哥一起料理的。
阿珍认为，她作为法定继承人，依
法可分得父母一半的遗产。

去年 5月 7日，兄妹签订协
议书，确认各继承 50%的遗产。
随后，大嫂阿兰认为阿珍是女

儿，无权继承父母的遗产，不同
意分配。

妹妹一气之下，把哥哥告上
法庭。因阿国的言语理解及表达
能力严重受损，阿兰向法院申请
并于去年 9月拿到判决，法院认
定阿国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今
年初，法院一审认定两兄妹此前
的协议无效，判决 10万元股权
收益分配款，妹妹得 3万元，哥
哥得7万元。

一审宣判后，阿珍和阿兰均不
服判决，向市中级法院提出上诉。

■3名心理咨询师参与调
解，达成协议姑嫂相拥而泣

市中级法院受理后，承办法
官认为本案表面是争财产，但背
后却有很多情感纠葛，一纸判决

解决不了当事人的心理问题。承
办法官曾调解过一次，但由于双
方分歧较大，未能调解成功。6
月 29日，中山法院系统首聘 79
名专业辅助人员助法官“断家务
事”，其中有10名是心理咨询师。
承办法官联系了周晓晶、吴远
方、李禄3名心理咨询师，一起调
解阿珍和阿国的继承权上诉案。
调解开始，妹妹阿珍提出可以让
一步，但最少要四成的遗产。

心理咨询师周晓晶耐心听完
双方陈述后，得知阿兰辛苦照顾
了29年有病的丈夫，赡养了10多
年公公、20多年婆婆，如今住的祖
屋还是漏雨的。周晓晶问妹妹阿
珍，“你觉得你大嫂容易吗？”阿珍
不以为然。阿兰听后积聚多年的
委屈一下子爆发，大哭道：“所有

的财产我都不要，全部给你，我
走，你就好好地照顾你哥吧！”

周晓晶运用心理引导技术
对阿珍进行面质，她指出问题的
关键，是她大嫂一直辛苦照顾着
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大嫂需要的
是理解而不是指责和抱怨，更不
能为了一点钱而伤了兄妹感情，
如果因为这场遗产官司，而让夫
妻不和，大嫂走了，以后谁来照
顾有病的哥哥呢？心理咨询师的
话一下子让阿珍愣住了，让她感
受到官司背后的亲情。

主审法官也指出，哥哥阿国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生活有特
殊困难又缺乏劳动能力，而且他
们对两位老人照顾多，尽了主要
赡养义务，依照法律规定适当可
以多分。

在法官和 3名心理咨询师
共同努力下，阿珍和阿兰解开了
心结，情绪缓和，阿珍开始体谅
多年来大嫂的不易，大嫂也反思
没有好好坐下来，协商解决家庭

矛盾。经过 2个多小时的调解，
双方最终达成协议，哥哥从已领
取的10万元中分2万元给妹妹。
妹妹继承父母股权 30%，哥哥继
承 70%；妹妹放弃对哥哥现住祖
屋主张权利；对于48平方米商品
房的份额，妹妹和哥哥按3：7的份
额分配。达成调解协议后，在心理
咨询师的鼓励下，两位农村女人
不仅握手言和，更是相拥而泣化
解了此前所有的委屈和抱怨。

阿兰的代理律师雷刚，一位
具有 10多年司法所所长经历的
人，他对法院的引入心理咨询师
进行专业调解“点赞”，认为这是
中山法院家事审判改革取得的
成果，通过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消除了对立，恢复了情感，一揽
子解决了法律和心理问题，让双
方当事人真正化解了心中的结，
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文中涉案
人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张房耿
通讯员 李志金 郭燕婷

女孩回家后不愿多说经过
疑与多名高考生误入传销

《18岁女孩高考后失联》追踪——

“这女孩如果没有记错的
话，我还跟她握过手，说了祝
她早日加入公司之类的话。这
个组织名叫全美世界，在中山
古镇与横栏交界的地方。”7月
6日，看到媒体报道后小彭随
即联系林某某父亲相告，并在
一名同学的陪同下，与林某某
的父亲以及两个舅舅专门赶
到中山帮忙寻人。记者也随即
赶到横栏了解情况。

在横栏三沙公园等地，小
彭同林某某的家人对他还能
认出的“同事”进行跟踪，随后
立即将相关情况向横栏四沙

派出所进行了反映。接到举报
后，横栏四沙派出所非常重
视，随即安排多组人员对他们
提供的地点进行搜寻，但最终
没有找到林某某，也没有发现
相关传销窝点。

不过，就在当天下午，警
方正准备开展深入调查时，
林某某突然与父亲进行了联
系，称她在广州南沙，并准备
搭车回家。昨日，据林某某父
亲林先生反馈，女儿回到家
后，精神状态非常不好，缺觉
很累的样子，“没有多说什
么，一直在睡觉。”

1998 年出生的小彭今年
高考400多分，上了本科线，觉
得自己发挥失常准备复读。小
彭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原
本想利用两个月的暑假打暑
期工补贴家用，不想却误入了
传销组织。7月 6日，小彭向本
报记者和横栏警方讲述了自
己的经历。

6月 13日，小彭通过QQ
认识了叫“糖果”的女网友，在
这名女网友的介绍下来到了
中山横栏镇打暑期工。

“糖果”跟小彭说，为小彭

找到的工作岗位，是工厂的仓
库主管。但当小彭问其厂名等
具体信息时，“糖果”没有正面
回答，在小彭再三追问下，糖
果称是“中山古镇胜球服饰
厂”。然而，古镇根本没有这样
的服饰厂，只有“胜球灯饰”，
厂址在中山古镇。

当天，求职心切的小彭随
即从茂名老家乘车来到中山
横栏三沙与“糖果”见面，“糖
果”和另外一名女孩接到了
他。然而，“糖果”没有带小彭
入职，而是带着小彭在周边的

广场、体育公园、商场到处逛，
随后回到一间男男女女住了
七八个人的出租屋。

当小彭询问何时入职时，
“糖果”则称那家工厂快倒闭
了，建议他和她一起在一家名
叫“全美世界”的公司做销售，
工资福利都特别好。在两个女
孩子的轮流劝说下，小彭答应
她们一起做销售。

刚开始的一周，一直有
自称是老师和培训讲师的人
为小彭讲课。讲师称，他们做
的是直销，与传销有着本质

的区别，还特意提醒小彭不
要误入传销，并称他们工作
的地方就是租住的地方，没
有店面走的是马云无人超市
的销售模式。

讲课结束后，对方就称小
彭是新人，刚入职先要购买一
份价值8990元的化妆品。小彭
多次表明没钱购买时，对方称
没钱也没关系，只要肯努力做
销售推广，也能通过面试加入
公司。小彭说，所谓的销售推
广，就是要他去拉人头。

“虽然没有控制我的人身

自由，但每当我看手机的时
候，都有两个人盯住，出门的
时候也最少有两个人盯着。”
小彭说，6月 29日，可能是对
方觉得他借不到钱，也拉不到
人头，当他提出不想工作，坚
决要回去读书时，对方就允许
他离开了。

据小彭称，这个“组织”里
大多是和他同龄的年轻男女，
有很多也是和他一样高考完
找暑假工的。针对小彭的举
报，目前，横栏警方在进一步
调查。

■男生自称从传销组织逃脱，曾见过失联女生

■入职要先购买产品，疑多名高考生误入传销

本报记者 夏亮红

我市法院首聘心理咨询师参与家事调解取得“开门红”

昔日为争遗产上公堂 如今姑嫂相拥泯恩仇
206 7月6日上午，中山市中级法院调解室内，年近六旬的阿珍和大嫂

阿兰达成调解协议后相拥而泣。据悉，这是我市两级法院6月底首聘十
名心理咨询师以来，由特聘心理咨询师参与的第一宗即调解成功。

泥头车触电着火

本报于7月6日对事件进行过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