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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陈燕平 申
莉莉）“宣传广告中明明写了只要投资买下
房产就可以坐享租金收益，结果钱花了收益
却没有兑现……”近日，市民赵先生陷入无
奈中。他本以为房地产商有义务兑现其宣传
承诺，但告上法庭后才知，他的诉求并无法
律依据。近日，七星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
投资酒店式管理公寓引发的纠纷案，法院一
审驳回了赵先生向房地产商索要收益的诉讼
请求。

2015 年，赵先生在桂林一家房产公司
售楼部看到楼盘宣传广告，其中大致内容
是：业主购买房屋后可以坐享稳定、丰厚的
租金收益。基于房产公司的“诱人”宣传，
赵先生动了心。他付清房款后与房产公司签
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将所购买的
商品房出租给酒店管理公司进行统一经营，

不进行自营、自用或对外出租。同时，赵先
生还与酒店管理公司签订了《公寓租赁合
同》，酒店管理公司每月支付相应的投资收益
给赵先生。合同签订后的第二年，赵先生每月
如期收到了酒店管理公司的收益款，他感到
挺欣慰，认为自己的这次投资是正确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酒店管理公司由
于经营不善，从 2019 年年初开始，就再未
支付任何投资收益给赵先生。因为当初签订
《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公寓租赁合同》
时，赵先生只与自称是房产公司的工作人员
进行对接，而一直未与酒店管理公司取得直
接联系，因此，赵先生多次找到房产公司，
要求其支付未收到的投资收益，但都遭到了
拒绝。

无奈之下，赵先生将房产公司诉至法
院。他认为，他当初购买房屋的目的是基于

投资收益，也是基于房产公司宣传的年房
价回报率等投资收益的承诺。而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这应当视为要约，因此，房产公司有责任
承担违约责任。而房产公司则认为，与赵
先生之间不存在除《商品房买卖合同》之
外的其他任何形式的投资或租赁合同的法
律关系，赵先生要求房产公司支付该项投
资收益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赵先生所主
张的投资收益实际是与酒店管理公司之间
租赁合同产生的租金收益，赵先生应向酒
店管理公司主张其权利。

七星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法官经
过调查后认为，房产公司的宣传广告中关
于月收益、回报率的宣传，与房屋本身或
相关设施均无关系，不应属于要约，应属

于要约邀请，故赵先生不能以其宣传广告
内容作为合同义务来约束房产公司，且赵
先生已知晓且认可与酒店管理公司签订的
《公寓租赁合同》。因此，赵先生主张房
产公司承担给付收益责任的诉请，没有事
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对于这一
判决结果，赵先生目前暂没有上诉。

通过赵先生的案例，法官提醒广大投
资者：如今，通过投资人购买商品房并委
托管理公司出租取得投资收益，这一投资
形式越来越普遍。虽然通过这种形式的投
资，投资人能轻松简便地享受到收益，但
其中的风险也不小。因此，投资人参与类
似投资时，先要弄清楚商品房买卖合同和
租赁合同的法律关系、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等之后，再作出是否投资的决定，以最大
限度地避免风险。

投资酒店式公寓 赚钱却成“泡影”
法官提醒：投资有风险，事先需弄清相关法律关系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阳奇成
汤林)为防治大气污染，给市民营造

一个良好的夜间环境，连日来，七星城
管联合公安、交警、生态环境和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继续深入开展夜市整治联
合行动，对辖区内露天烧烤、超门窗经
营等夜间市容乱象进行集中整治，对餐
饮店油烟净化设备情况进行检查，并要
求检查不合格的门店停业限期整改。

执法人员对环城南路、建干路、普
陀路、古莲文化步行街、龙隐路、毅峰
路、骖鸾路、东二环路、五里店路、施
家园路、环城北二路、六合路施家园市
场、朝阳农贸市场等辖区主次干道和重
要节点的餐饮门店进行集中检查，宣传
防治大气污染和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法

律法规，对餐饮店油烟净化设备检查
不合格的，下发限期整改通知，督促
其进行限期停业整改，引导广大商户
合法合规、环保绿色经营。

12 月以来，七星区共开展夜市联
合整治行动 13 次，对 150 余家餐饮
店油烟设备进行检查，下发限期整改
通知书 31 份，要求 26 家油烟净化不
合格商家限期停业整改，暂扣烧烤架
29 个、灯箱广告牌 12 个、雨棚 15 个
以及桌椅板凳等占道经营工具一批。

下一步，七星城管将进一步落实
夜间市容常态化管理，加大辖区夜市
巡查整治力度，坚决遏制夜市扰民抬
头之风，提升城区空气质量，打赢蓝
天保卫战。

七星区持续开展夜市整治
26 家油烟净化不合格餐饮门店

被要求停业整改

▲ 12 月 18 日上午，中心广场社区举办“不忘初心聚民心，暖心冬至一家
亲”百家宴，社区高龄老人、退役军人代表、残疾困难人、志愿者等约 100 人
参加了活动。虽然天气寒冷，现场却暖意融融。中心广场社区负责人表示，组织
这个活动既增进了邻里友谊，也让辖区居民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图为大家
其乐融融一起包饺子。 记者陈静 摄

本报讯（通讯员蒋家红）“今
年，我到县人社局人才办报到登记
后，多次接到人才办的电话，问我是
否找到工作，哪些方面需要帮助，简
直跟我的父母一样关心我的就业问
题！”日前，程娟接到全州县人社局
工作人员的回访电话时，感动地说。

程娟一家是全州县庙头镇的建档
立卡贫困户，今年 7 月，她从广西
百色学院毕业离校，在校时学的是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程娟的母亲得
了慢性病，几年来一直要吃药治病；
弟弟妹妹都在读中学；父亲在广东务
工，以微薄的收入支撑着一个 5 口
之家，很是艰辛。因此，程娟毕业后
最大的愿望就是尽快找到工作，为家
庭减轻经济负担。今年 8 月，程娟
通过网络招聘，到深圳市一家科技公
司工作， 10 月份已经转正，月收入
7500 元。

据全州县人社局人才服务管理办
公室统计，该县今年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实名登记 711 人，县人才办通
过开展电话排查、系统回访、邮件通
信等工作后，得知有 50 人升学、 1
人出国、 9 人入伍、 82 人备考公务
员单位和研究生，最后还剩下 569
人有就业意愿，其中含 56 个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

全州县今年把劳动力的各项就业
指标列入县人社部门全年绩效考核的
重要内容，要求切实完成 2019 年桂
林市人社局下达给该县人社局的两大就业指标任务（有就业意
愿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就业率不低于 95% ；有就业
意愿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高校毕业生的登记就业率达
100% ）。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该县人社
部门上半年在“桂林人才网”开辟“全州县企事业单位招聘”
专题页面，全方位做好全州县名企介绍、为该县 15 家企事业
单位发布招聘信息，大力宣传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和相关单位奖
励措施，并通过“桂林人才网”全州专题页面有跳转到其他网
页的功能，方便毕业生了解县外企业的招聘信息，为毕业生在
其他网页投送简历、应聘县外名企创造条件；编印《广西高校
毕业生就业创业政策百问》 5000 本，多次组织县人才办工作
人员下乡宣传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实地调查高校毕业生就业
情况；开展规范人力资源市场中介机构专项执法、打击中介机
构发布招聘虚假信息行为，编发求职陷阱案例提示微信多条；
在该县高校毕业生 QQ 群推送企事业单位招聘信息和就业成
功经典事例；通过电话回访等方式，了解毕业生就业意愿，实
施“一对一”就业指导。该县人社部门还全力开展桂林市离校
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登记、贫困家庭毕业生“百十一”帮扶
活动（即 1 名人社干部，联系 10 家有毕业生岗位的用人单
位，帮扶 100 名离校毕业生实现就业）。

通过多举措化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难题，截至目前，该
县实名登记系统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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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刘燕 支荣

“看病难、排队长”一直是群众就医时的烦
心事。为提升服务质量，近年来，桂林医学院附
属医院围绕建设“智慧医院”目标，大力实施
“互联网+健康”服务模式，让信息化和智能化
成为患者的“两条腿”，实现了数据多跑路，患
者就诊少奔波。与此同时，该院还以推进医联体
建设为契机，开通市、县、乡三级远程影像、心
电会诊平台，让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
甲医院的优质诊疗服务，大大提升患者满意度。

就诊预约 、缴费 、信息咨

询……一部手机轻松搞掂

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作为广西一流的三甲医
院备受患者欢迎，该院日均门诊量达 5000 人次
以上。在过去，一些市民在该院就诊时经常遇到
排长队的情况。为改善排长队现象，近年来，该
院升级了“智慧医院”版本，让群众就诊更方
便、更智能。

“前两年来桂医附院看病排队时间比较久，
现在用手机预约挂号和交费，方便多了。”日
前，记者在桂医附院采访时遇到市民唐女士，她
说自己因左眼视物模糊需要就诊。来医院前一
天，先用手机点击“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智慧医
院”微信公众号，进入智能导诊进行病症咨询，
按指引预约眼科次日早上 8 时 38 分至 8 时 43
分时段的专家号并用微信缴费。就诊当天，她提
前半小时到自助机上取预约号，再用电子就诊卡
到导诊台报到，叫号屏上立即显示她候诊队列，

预约时段内准时被叫进诊室。
唐女士说：“桂医附院的‘智慧医院’非常

好用，不仅可以预约、缴费、查看住院清单等，
还可以直接线上向医生、药师免费咨询，咨询结
束后还可以给医生、药师评分。”

在采访中，许多群众都对桂医附院加快推进
“智慧医院”建设所带来的高效服务给予高度评价。

“目前，该院已有 38 个科室开通在线咨询服
务，提供在线咨询服务的医生超 100 名，累计咨
询人次 25000 次以上，医生在线回复率超 90%，
患者好评率 98% 以上。”桂医附院信息科负责人

介绍，近年来，医院信息化建设一直走在全市前
列，今年信息科在原来预约挂号缴费等功能的基
础上升级“智慧医院”，拓展微信公众号的智能功
能，并陆续开通智能导诊、候诊信息查询、检验报
告查询等功能；同时还开通颇具该院特色的模块，
如知名专家门诊、自助住院服务、在线咨询、法律
法规查询、医保服务等系列便民服务。

为方便患者根据个人情况选择不同时段就
诊，缩短候诊时间，从 11 月中旬起，桂医附院
在原有预约挂号基础上全院门诊号源全面开放预
约，真正做到线上、线下号源实时共享。

12 月 18 日上午，记者在桂医附院抽血处看
到，虽然这里休息区的患者人数较多，但却没什
么人排队，秩序井然。

据介绍，在过去，该院抽血处排长队现象较
突出。为此，医院今年在全区医院中率先引进智
能采血管理系统。患者在自助采血取号机上刷卡
取号后，只需在休息区等候叫号，不用再排队。
整个采血流程除了扎针环节需要手工操作，其他
工作均由智能采血管理系统自动完成，采血效率
大幅提升。

该负责人表示，该院还将进一步提升医疗服
务信息化水平，通过利用智慧医院 3 . 0 平台，
在医保支付、在线就医、处方流转、腾讯觅影
AI 影像技术和信息安全的优势，实现线下和线
上的高度融合，方便老百姓就诊以及慢性病患者
管理，让群众在“互联网+健康”服务中得到更
多便利。

三级远程会诊平台横空出世，基

层群众就近享受三甲医院优质服务

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便群众就医，
当前，我市正持续推进医联体建设。围绕这一工
作，桂医附院与一些县级医院陆续组建医联体，
组织引导各县医院加快信息平台建设，并逐步建
立起市、县、乡三级远程影像诊断中心。

灌阳县人民医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灌阳
分院）与桂医附院建立起“三二一”紧密型医联
体以来，在推进信息平台建设中，把远程影像诊
断中心联通该县三家乡镇卫生院，自 9 月开通
至今，已传输 219 例远程影像诊断。医联体灌
阳分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后，该院将把该
县其余 6 个乡镇卫生院统一纳入此信息平台，
充分利用好近期开通的心电图远程会诊平台，发
挥三级远程影像、心电会诊平台对农村居民疾病
的诊疗作用，大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实行。

桂医附院的紧密型医联体单位恭城瑶族自治县
人民医院（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恭城分院）也开通
市、县、乡三级城乡远程影像、心电、检验检查会诊平
台，真正让数据打通医联体单位的“神经末梢”。从 7
月开通远程影像至今，医联体恭城分院已成功开展
影像远程会诊的病例达 300多例。该县乡镇医院将
拍摄的DR片上传至医联体恭城分院放射科进行诊
断，解决了多个卫生院无放射诊断资质医生而无法
出具报告的问题，为偏远山区患者看病带来便利。

8月，医联体恭城分院又开通运行向上联通
桂医附院，向下覆盖全县 3 家县级医疗机构和
10 家乡镇卫生院的区域心电诊断中心，为基层
危急重症患者提供及时有效的诊治方案。当地
越来越多农村居民在家门口也可享受三甲医院
的优质诊疗服务，大大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

与此同时，桂医附院在城市医联体单位甲
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通城乡远程影像会诊平
台、心电平台、超声平台和检验平台等，社区居
民不用到大医院就可享受相关专家影像诊断服
务，此项惠民举措得到广泛好评。该院还率先在
甲山社区破解“社区患者买药难”问题，患者需
要用稀缺药物时可向甲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
出申请，该院药房收到申请后协助采购。通过建
立二级药房，减轻社区基药（国家基本药物）占
比的压力，让更多涉及慢性病、急救、儿科等药
品进入社区，更好地保证社区居民用药。

桂医附院相关人士表示，今后，该院将依
托信息化建设，在行政区域内推行医学检验、
医学影像、病理等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工作，目
前已实现医联体内医学检验、医学影像、病历
检查等资料和信息共享。医院利用信息技术平
台与医联体及对口支援单位进行远程会诊、远
程病理诊断、远程教学等业务，多次与医联体
医院完成疑难病例远程会诊工作，让更多群众
不出远门就能享受优质诊疗服务。

（本文供图：通讯员刘燕 李锦 支荣
李很昌）

数据多跑路 患者少奔波

桂医附院：“互联网+健康”服务插上医院“智慧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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