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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亦川律师
usalaw@gmail.com
317－289－7748

读者提问：
我 前 些 日 子 经 过 一 位 华 人 朋 友

地产经纪人的介绍，买了一栋房子。
看 房 时 对 方 的 经 纪 人 很 明 确 地 告 诉
我，这是一个商业房产，可以开店做
生意。房子过户后没多久，我就找到
了租户。不料没过几天，这位租户气
急败坏地跑来找我，说我租给他的房
子所在地不属于商业区，不能够做生
意，要求我退租。

我买房的主要目的就是投资，将
房子租给他人开店做生意。我之所以
答应卖方的高价，也是因为我被误导
以为那是一栋商用房。请问现在应该
怎么办？我以为买了商业用房，其实
只是一般的住宅屋，到底是谁的责任？

黄亦川律师回答：
美国所有的不动产所在地，都会

根据其特定的用途而划分成不同的使
用区域。区域的划分权限属于当地政
府，不过也都大同小异，大致的分类
如下：

A-1为农业区。
R-S，R-1，R-2，R-3，R-

MHP为不同的住宅区。
C-1到C-8等八区通称为商业区，

只是根据不同的商业用途再加以细分。
M-1，M-2属于工业用地。
O-S是空旷闲置地。
RA是地区性小机场用地。
RANO是地区性小机场噪音区。
RAAO是地区性小机场飞航区。
MO是矿区。
PUD是计划开发区。
读者购买不动产的同时，一定要

依据自己的原始目的，事先详细问清
楚该不动产到底是位于什么使用区。
如果买来居家，最好买住宅区专用的
房产，避开商业区的嘈杂与拥挤。如
果希望投资开店，务必查明该房产的
用途详细分区，不要因为卖方告诉你
是商业区就满足了。因为商业区还被
细分为许多类，每一类都有其特定的
使用规定。不是只要是商业区就可以
经营所有不同的生意。  

如果能够证明卖方在推销此房产
时，对自己做了与事实不符的虚假承
诺，有明显的诈欺行为，可以设法向
法院讨一个公道。如果自己也找了地
产经纪人代理，最好事先要求自己的
经纪人，将该房产的使用区分详细查
清楚，那样就可以避免事后的纠纷了。

附注：本法律信箱内容版权属于黄
亦川律师，没有黄亦川律师本人的书面同
意，不得转载或翻印。本法律移民专栏信
箱中提供的只是一般性信息，不同于律师
针对特定客户的具体案件咨询所提供的详
细法律意见。读者如有特定法律案件需要
处理，请切记个别咨询专业律师。本专栏
作者与读者之间并不存在律师与客户的关
系。

法 律 信 箱
 时评

 杂谈

中国民众支持特朗普三大原因

四川省省长魏宏接受中纪委调查的消息，
多少让我有些意外。因工作关系，我接触过十
多位省部级官员，屈指算来，大多已陨落政
坛，或入狱，或被贬，有的甚至连命都没保
住。每次看到这些有过交集的官员落马，总会
想起一些场景或细节，这些零零碎碎，也只是
片面。

2004年，我入职新华社主办的《瞭望东方
周刊》，开始了长达8年的调查记者生涯。这
本以“你不关心政治，政治却会关心你”为口
号的时政期刊，给我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让我
可以去看到比常人更多的丑陋和真相，可以接
触更多所谓的主流或精英。

认识魏宏是在十年前，那时他任四川省委
常委、组织部长。彼时，四川被称为中国政改
的试验田，这位区域政改的核心人物，接受了
我的专访。至今，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这位省
部级官员，在谈到政改时，没有任何的忌讳，
而且每句话都切中要害。没有想到，他竟然从
刚刚火爆的“超女”这个娱乐节目谈起，他
说，“超女”成功的精髓，是“一人一票”，
而政改，也不过如此。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和地方政改云涌的背景
下，这篇报道顺利刊出。四川政改的稳步推
进，为魏宏加分不少，其后来官至副省长、省
长，有人分析和此不无关系。在其任副省长
时，我曾发短信祝贺，他立马回了短信，态度
依然谦卑。

十年之后的今天，魏宏被降至副厅级非领
导职务。而今天，政改已经成为敏感词，无吏
触及。

和魏宏一样，曾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的孙
清云由副省级领导降为处级。采访他是在2005
年，因为一位网友在论坛上发起“2004年西安
发展十大教训评选”活动，引发网友高度关
注，时任西安市委书记的孙清云正面回应网
友，被公众一致叫好。那时，论坛刚刚兴起，
网民还处在一个非常边缘的位置。

孙清云曾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在处理这
件事情上能感受到他的敏感。再后来，网民被
跨省事件频发，删贴成为产业，新媒体成为主
要宣传阵地。唯一没有变化的是，依然需要翻
墙，甚至连爱国。

同在陕西政协副主席位置上落马的是庞家
钰，我做关于庞家钰的报道时，他已被中纪委
双规多日，也是当时陕西落马的最高级别官

作者：孙春龙（原《瞭望东方周刊》社会调查部主任、主笔）

我 所 认 识 的 落 马 高 官

员。
另一位报道过的陕西高官是李堂堂。2006年

11月，中央考察组在陕西进行省委换届考察期
间，为了使自己能够进省委常委班子，通过打电
话、发短信方式指使、纵容别人为其进省委常委
班子拉选票。据称，这些电话和短信被特殊部门
截获，成为证据，而让其被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
分。

在中国政坛上，这么高级别的官员因此受到
处分，并不多见。其背后的博弈，或者并不为公
众所知。

后来，李堂堂黯然离开陕西，赴宁夏任副主
席，但不久后，因贪腐入狱，又死于狱中，传言
是自杀。

在落马的高官中，云南省副省长沈培平是我
交往最多的一位官员。在其任云南普洱市市长期
间，就曾关于普洱茶对其进行过多次采访。那
时，他一直怂恿我开一家茶叶店，专卖普洱茶，
说是一定会大涨，我笑说，我是记者，对此没兴
趣。没想到，仅仅一年后，普洱茶店全国开花，
人人皆知，不喝点普洱茶装逼似乎都显得没文
化。这也是我至年近不惑，可能为数不多的可以
通过机遇实现财务自由的一次机会，可惜没这心
思，但也不遗憾。

普洱茶被炒热和他关系密切，他很善于策划
各种热点和活动，包括将原来的思茅市改为普洱
市。在普洱任职之前，他是腾冲县委书记，腾冲
县的百姓至今还有很多在念他的好。当然，毁誉
参半。

为了发展经济，沈用了很多非常规手段，有
想法，也有霸气，为此得罪不少人。同时呢，接
触企业家比较多，腐败再所难免。沈从普洱市委
书记的位置上升任副省长时，我已离开媒体行
业，也再没有联系过他。直到后来落马庭审，看
到照片中他一头白发、神情落寞，想到他在任时
的趾高气扬，判若两人。权力，也无非是身外之
物。

在我的记者生涯中，采访最多的省份应该是
山西了，这个被称为新闻富矿的地方，总是会出
些让人瞠目结舌的事情。

2008年，山西娄烦尖山铁矿发生垮塌事故，
死亡至少40多人，而当地政府瞒报，只上报了11
人。通过内线，我乔装打扮深入现场，获得全部
死亡名单，在报道刊发后，同步在博客上写了《致
山西省代省长王君的一封举报信》，此信被温家
宝总理看到，当即批示，娄烦事故得到复查。

在总理指示后，我受国家安监总局、中纪委
邀请，一起前往山西娄烦调查。在现场会上，时
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陈川平，一口咬定我的报道失
实，在座的太原市市长张兵生以及公安厅等领导
附和，现场气氛十分紧张。邀请我去的中纪委领
导担心出事，不得不劝我中途离开山西。

此次会议后，多方信息显示，我被山西官方
窃听和跟踪，随时有被抓走的危险。甚至对方还
拿到一位中央常委的批示，拟治罪于我。危险之
际，我逃到云南普洱，将情况告诉时任市长的沈
培平，说如果真的有人来抓我，我不会跑，但希
望能提前告诉我，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多日之后，总理再次批示，新华社领导力
保，我终于得以安全回家。而山西官场，有10多
个小娄娄官员入狱。

两年多后，太原市长张兵生因拉票被免职。
而陈川平，因为腐败被捕。碰巧的是，在一次饭
局上，我遇到了查办陈川平的一位核心人物，他
说，已落实的数额上亿元。听了我的述说，这位
办案人笑言，他是在为我报仇。而我当时，其实
对他已经没有仇恨。

除过频发的矿难，山西的黑砖窑也是媒体报
道的重点。在采访了黑砖窑受害者之后，我一时
冲动，在博客上写了一封公开信给时任省长《于
幼军，你为什么还不辞职?》，引发争论。其实
对于，我内心是很佩服的，只是希望他能以自身
的行动给中国吏治一个好的开端和榜样。

遗憾的是，他失去了一次全身而退的机会，
一年多之后被中央撤职。当然，和黑砖窑没有任
何关系，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

现在想来，真的有些后怕，这两封公开信，
如果放在今天，或许对我来说会是另外的结果。
这个社会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失去的，或者是更
有价值的东西。唯有庆幸，我的职业生涯遇到了
一个相对有底线的时代。

除过这些高官之外，还有很多有过交集的地
市级的官员，身陷囹圄者众，如山西临汾市委常
委王月喜、被称为“吕梁教父”的山西吕梁市委
常委张中生、西安市委常委杨殿中、湖南益阳市
委书记马勇等等，千姿百态。

当然，这些官员的落马，和认识我没半毛钱
关系，中纪委千万别找我要线索。有过交集的官
员中，也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官员，包括现在身居
高高官的人士。

离开媒体多年，看到太多熟识的权贵成为阶
下囚，昔日风光不再，总是会生出些许感慨。曾
经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如果我是他们，我会不
会贪得比他们少一些？想到这里，竟然生出一身
冷汗。

看完这篇文章，你或许会问我现在做什么。
那么告诉你吧，我现在全职做公益，致力于为抗
战老兵提供生活关怀。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总统参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 
自宣布参选以来，势头非常猛。特朗普的异军
突起不仅引发美国民众的关注，同样也受到了
中国民众的关注，有日媒称，不少中国民众也
支持特朗普。

日本外交学者网站2月29日发表题为《特
朗普能改善美中关系吗？中国民众的答案是
能》的文章称，特朗普在遥远的国家——中国
获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中国
民众紧跟特朗普的初选胜利。令人惊奇的是，
很多人还支持特朗普的观点。这可能让很多美
国民众感到奇怪，因为特朗普反对非法移民。

根据网上的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喜欢
特朗普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特朗普非
常有钱，也很成功。特朗普在数十年里都是一
名成功的商人，而与美国人一样，中国人也喜
欢成功。很多人认为，像特朗普这样的成功商
人可能会改善美国的经济，因此，也会利好中
国经济。从特朗普个人来说，他很强硬，也很
有胆量，而这些特质都是中国人希望在领导人

身上看到的。
第二个原因，很多中国民众喜欢特朗普

的反建制形象。这也反映了很多中国人希望自
己国家有变革。尽管中美之间有不少分歧，但
是，在经济公平问题上，中美很相似。

第三点，很多中国人认为，特朗普能赢
得总统大选能够有利于美中关系。相比于希拉
里，特朗普更加同情中国。当然，特朗普对中
国也曾恶语相加，比如，他曾表示中国偷走了
美国的工作。但是，特朗普似乎并不是很关注
人权和民主。同时，特朗普还乐意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成为朋友。

从战略上来讲，很多中国人也喜欢特朗
普提出的美国与日本和韩国脱离盟友关系的看
法。虽然这不太可能，特朗普已经多次提出，
东京与首尔应当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他们自己的
安全上。有些人还认为，中美可能会在台湾问
题和朝鲜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像特朗普这样
的成功商人，中国民众认为，他不会拒绝中国
提出的好建议。与其他政治人士不同，在中国

问题上，特朗普并不属于意识驱动型的人。
特朗普更喜欢美国精简，而这对中美关系是好
事。         

                 （作者：路禾  摘自多维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