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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提问：
我们全家在餐馆辛苦打工多年，终

于有能力买一个餐馆来自己经营。正好
看到了一间不错的餐馆出让，我们在观
察看店之后，觉得生意挺好的，有发展
前景，就兴冲冲地决定买下这家餐馆。  
因为卖方有律师，所以我就没有再找律
师协助。这家中餐馆卖价颇高，是因为
它还附带了很难申请到的硬酒牌，可以
贩卖利润很高的烈酒。餐馆卖主告诉
我，在餐馆买卖过户后，他会将酒牌的
所有权转到我的名下。我一直以为酒牌
的转让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只要双方同
意，转让不过是填一份表格罢了，就毅
然地签下了买卖合同。

餐馆过户后，卖主倒也遵守承诺，
开始替我办理酒牌转让的手续。不料酒
牌转让进行得非常不顺利，久久没有
成功。由于律师是卖主聘用的美国人，
我也无法与他沟通，他们也不告诉我到
底是什么原因，让酒牌转让迟迟没有定
案。没有酒牌我就不能卖酒，对餐馆的
营收有很大负面的影响。更何况我买餐
馆时付出了包含酒牌的高价格。我不能
再空等下去，就告诉卖主，我不要酒牌
了，请他将酒牌的单价分开退还给我。  
他不但不愿意，还说会委托律师来控告
我违约。请问我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减
少损失？         

黄亦川律师回答：
许多人误认为酒牌转让就是一个

简单的换酒牌所有人名字的程序。事实
上，酒牌转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
候甚至比重新申请酒牌更加繁琐。如果
继承人不是美国公民，就更麻烦了。因
为绿卡身份不能以个人的名义持有酒
牌，必须成立公司，由公司出面来继承
酒牌。酒牌转让对继承人的背景调查很
严格，用公司名义来申请更麻烦，因为
公司所有的股东都必须接受背景调查。  
耽误时间不说，只要其中有一位股东有
一些法律上的的问题，就很可能造成酒
牌转让被拒绝。

现在餐馆都已经过户，我想购买金
额也应该付清，想要求原卖主无异议主
动退还酒牌的卖价，机会不大。对簿公
堂又费钱费时，胜算也是没有把握的。  
还是耐心等待，与卖主好好沟通协作，
找出酒牌转让不顺利的问题症结，想办
法去一一克服。

此事件告诉我们，买餐馆附带酒
牌时，一定不要误以为转让酒牌轻而易
举。在买卖合同内容里最好事先限定酒
牌转让的时间，以及万一转让不成，该
如何善后等应变措施，才不会在酒牌转
让发生问题后处处受制于人，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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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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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硕士嫖娼后死亡？

江苏常州外国语学校毒土污染事件仍在
发酵。有人专门梳理了常州外国语学校“中
毒”的时间线：今年1月澎湃报道，随后当地
辟谣称那里根本没有化工厂；2月底财新介
入，3月常州环保局在学校周边执法，认为没
有臭味；直到4月央视报道，641人送医，还
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

事态的发展路线，对公众来说一点都不
陌生。借助央视本身的影响力，官方前所未
有被动员起来，环保部甚至已经派员进驻常
州。

未来会是如何？近日有媒体发表社论
《常州毒地风波，徒劳的愤怒等待中国式结
局》——标题传神地说明了一切。对公众乃至
当事人而言，除了等待，还能做什么？

值得玩味的是，在讨论中，“常州外国
语学校身为常州市名校”这一细节被有意无
意频繁强调，也许人们想表达内心的惊讶和
不解，在人们的潜意识里，“名校”似乎不
该也不大可能会成为被伤害、被牺牲的对
象。

客观来说，论者未必一定认为“名校”
天然就有高人一等的权利，而是人们从这些
在社会价值排序中较高的机构、群体的遭遇
中，看到公民普遍的不幸和苦难。道理很简
单，假如连这些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名
校”和精英家庭都难以幸免的话，那么这恐
怕不仅仅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式的糟
糕，没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底层人群会是如
何，不难想象。

媒体的调查所显示的事实，正在逐渐
印证这种逻辑：据网易“路标”报道，2015

毒 土 地 风 波 让 精 英 阶 层 梦 断 常 州

年底，该校多位学生家长发现学生身体出现
异常情况，家长在就校园旁边的常隆地块污
染问题上访的过程中，多次遭遇相关部门阻
拦，被告知“不要惹事”，个别家长遭受了
被有关部门传唤询问、短期拘留的经历。他
们多次被居住片区的管理者要求，签署“为
维护公共秩序”而不允许静坐示威的《法律
宣告单》——当维稳的机器被有效调动起来
时，对于任何公民权利的压制和伤害，没有
任何区别，无论你是精英还是底层人群。

长期以来，有一种论断颇为流行：中国
的改革开放，将会对社会进行再造。经济的
自立和富裕，会导致权利意识的觉醒，培育
财富精英对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要求。他们认
为，精英阶层会对社会矛盾缺乏容忍度非常
敏感，且因为拥有财产，对保证财产权利有
较强烈的诉求，有独立思考能力，会积极参
与行动，精英、中产阶层的崛起，会改变中
国原有的社会结构，从而成为推进社会变革
的中坚力量。

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奶粉疫苗出了
问题，有钱人不是要求获得食品药品安全的
权利，而是首先想到了到香港到海外去买奶
粉打疫苗；医疗改革出了问题，医生不是对
畸形的考核制度表达抗议，而是把创收压力
直接转给了患者；教育出了问题，家长不是
施加压力要求公平分配教育公共资源，而是
找关系花高昂赞助费到名校……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这种利己行为本
身既是他们的权利，同时也是权衡成本得失
的结果。对他们而言，毕竟因抗议而成为异
类的压力和恐惧始终存在，“闷声发大财”

的诱惑又实在太大了，而希望社会稳定的保
守诉求，与官方整体上对所谓新阶层的吸
纳政策一拍即合，财富精英获得诸如人大代
表、政协委员等公共政治身份，获得权力的
额外荫护，于是，妥协甚至共谋取代对抗，
自然是再理性不过的选择。一旦共谋形成，
局面便不难想象：新兴财富精英尽管有能力
去推动社会变革，但总体性上已经缺乏意
愿，他们相信在目前的格局下，自己有能力
和资源保障自身的利益和未来；底层人群即
使有改变的意愿，但却缺乏足够的资源和能
力，利益因此固化，社会变革进入停滞状
态。

只是，相信类似常州外国语学校污染的
事件，会再次戳破精英阶层的某些幻觉。咀
嚼这种隐喻是苦涩的：只要你还生活在这块
土地上，总有一款伤害适合你，让你逃无可
逃。你生活在一个滨海城市，过着体面休闲
的生活，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会让一切归
于幻灭；你将自己子女送到一流外国语学校
认为这是移民最优途径，却因此受到了毒土
的伤害……

（作者：司徒望 来源：凤凰评论）

靠个人奋斗考入名校、留京就业，年仅
29岁、初为人父，却与“嫖娼”、“警察”
和“死亡”等字眼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人民
大学硕士雷洋的意外身亡事件近日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

昌平公安分局在通报中称：5月7日20
时许，昌平警方接群众举报，位于昌平区霍
营街道某小区一家足疗店内存在卖淫嫖娼问
题，接警后，警方依法迅速开展查处工作。
当晚在该足疗店查获涉嫌卖淫嫖娼人员6名。
其间，民警在将涉嫌嫖娼的男子雷某带回审
查时，该人抗拒执法并企图逃跑，警方依法
对该人采取强制约束措施。在将该人带回公
安机关审查过程中，该人突然身体不适，警
方立即将其送往医院，后经医院抢救无效死
亡。

按照警方的这一通报，生前的雷洋在不
算太长的时间里却经历了足够丰富的故事，
旁观者怎样理解这些故事并不重要，而最关
键的地方在于，故事的主人公“突然身体不
适”，最后走向了死亡。

警方的说法遭到了雷洋家属的强烈质
疑。谁去执法的？开什么车？执法的过程是
什么情况？死亡的最主要因素是什么？身上
留有的伤疤怎么解释？口里流血是怎么回
事？为什么死亡后打电话不接？为什么等家
属找过来后才告知死亡，没有及时通知家
属？雷洋手机中死亡前几日的通话记录，微
信朋友圈里面关于孩子和家庭的信息，手机
里面的位置记录都被部分删除，这是何人所
为？……除了雷洋的家属，法律界人士还对
警方通报中提到的“强制约束措施”表示困

惑，因为按照警方通报的案情，雷洋充其
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而根据该
法，“约束性保护”只能针对有危害性的无
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

这么多问号，指向的其实是一个问题：
在一起公民意外身亡的事件中，警方是否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种责任应该包括两
个方面，一是前期执法中是否存在过失？二
是在抢救过程里有无不当？

要回答这些问题，在真相呈现之前，任
何单方面的说辞都是苍白的。只有在法律许
可范围内，毫不掩饰地公开。正如“人民日报
评论”微信号针对这一事件推送的评论《以公
开守护公正》所指，“围绕这起不幸事件的
诸多细节，还有待相关机构进一步调查核实，
以提供更多的证据、认真回复死者家属的疑
问，并在必要的情况下适时予以公开。”

幸运的是，据官方通报，检察机关已介入
并开展侦查监督工作，不出意外，尸检等技术
工作随后会加紧进行。即使在检察机关开展侦
查监督的阶段，执法记录等内容未必适合对社
会公开，但随着这一阶段的结束，为满足雷洋
家属的诉求和回应社会的重大关切，公开视频
音像等资料既符合法律，也顺理成章。@人民
日报评论说，“让过程可见，执法才能彰显公
信力；用证据说话，真相才有说服力”，诚如
斯言。

求索真相，守护公正，警示来者，为此发
出的每一声呐喊和做出的每一寸掘进都富有价
值。因为这既是告慰亡灵，更是为了捍卫幸福
而有尊严的现实生活。

                       （来源：《南方都市报》）

事件进展
据 B B C 中

文网11日消息，
雷 洋 案 有 了 新 进
展 。 北 京 卫 视 播
出 一 名 自 称 曾 为
雷 洋 提 供 性 服 务
的 女 士 的 视 频 ，
这 名 在 足 浴 店 工
作 的 女 士 指 雷 洋
有 嫖 妓 ； 昌 平 分
局预审大队大队长高春正说，现场检获的避孕套
进行了DNA鉴定，证实雷洋曾嫖妓。

不过，不少网民认为雷洋是否有嫖娼，与他
突然死亡没有太大关系。一位网名为“祗爱you
沉默12602”的网友说：“无论雷洋嫖娼与否，他
都不涉及任何刑事犯罪；即使他如我们普通人一
样，存在道德瑕疵，也罪不至死；即使他不满强
制处置，可能妨碍公务，未经审判不应当被就地
处决！”

精彩摘句： 只要你还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总有一款伤害适合你，让你逃无可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