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周鑫 实习版式编辑 张欣歆 ◎

特别关注 ２０13年9月3日 星期二6

! " # $ % & ' (
!!!!"#$%&'()*+,-./0123

!""# !"#$%&'(")*+,$-
./012345678 !"$% !",$09:
;<=>?@ABCDE*FGHIJKL>
M+'(NOPQR STUMVWXCY5
Z[\]^_R ,$`aSMVbcdeN
OfghijkABl & mnopq!rst
uvKwmx>kAB,$y\z*o{|}
~���=�5��0p ,$?@AB5�
��������q!kCY����h,$
K��x5��0>AB� % �>�CYG�R
k,$h%�09\���� & !>�� !"
���*o� ¡ '"" ¢£¤¥�Px5h&!'
0923x¦��§¨>ABl©mnoª s
23«¬k0®p ¯°±²AB523�
³p´µ¶,$·¸23¹ºVh0Y»¼�
�½¾¿xÀt%h,$K��x��5ÁÂp
Ã¶ÄÅABhÆÇ�Èx ��oÉKÊË
ÁÌ

!"#$%&' ()*+,-

h0Y�ÍoÉÎ�ÏvÐ�'vÐ�Ñ
Ò��Ó9K*oÔÕ�Ö×Øp�©�Ö×
¶09ÙÚxp ÛÜ,$±²AB5�Ýp=
�ÞVp ßàoÉÁá0Y�ÍoÉÖ×â

ãpäKäå0Ó9¶,$«Â523æçÌ
0®oÉè'(p '(HVé!êëì

»píîéïðñò»ó�ôõ%Ì ö÷øù
úûáüýúûk'(þÿp !(l"#V
0Y$û0¬%&p ABk·�01'É0
()*À+,-.Ì =�/0123¸45
67pAB8µ�Í'ÉÑ9:;<=)*p
ñêÑ9>:;?@AÌhk,$¨óØÝB
ÁÂCDE�=Fp G #" �êHkIJKp
ABLðMN1OBvPGQC1RSpT
U¶ABMN(VHWXp T^(VHHY
0"ÈZ[\d�]^(�Í<=Ñ9Ì x

./012345 67829:;

,$k%_CYë`@0p dabcd
¼ëpDed¼ëÌhij¶fghvidóV
jpfdhÕidóVk('ÉlmÌ kABp
8µÂntwÇd¼ëprÂÀABoÆÇ�
Èp��CqrpdsÂ�ABñtuÚ(v
wpxÂ�ABñÈyz(vwÌ x=�{|p
,$HV0Yd¼ë��}¾¿p sÀAB
hÆÇ�Èx��~��ÅÌ

�h,$.��x(��p���ÅhÆÇ
�Èx���³(��p��ñá0"�^�

�p .����=���p ��D���À
�Ì k=�è�ph,$.��x>¶d�dó
���³p ¶d�?ëdó��(�ÅÇ�
�phTU�sij(]� ¡¢£ëp £$
¤¥O¦§¨z©p£z©¦¿àpª¦«¬
]Ì xV®p,$k¯(��(v.��p�
°¶!(��±ó�â¸²±.��p r¶
³´$µ�z±ó��(Ó±.��p ¶³
´Z[h·¸±ó��(¹¬.��pº¶»
¼��(½¾Ì

âKp ,$¿��(*'>ÀÁÂ«Ã
�=�p¿Ã�=�%_ÄÅA*'pÆÇ=
�(ÈÇÉA'ÉÌ k�ÊËFæç¨ÀÁ
ÌÍÑÄáÎ�pÏÐ8 Â(#¾ÑÒp�
�ÓóÔtuÚ(^vwÌ

<=>?@@/A

ÕÖ0Y×à}¾ØÙÚd(,$×à
�Îh��Û�xhh��}¾xÜÝØp�Þl
%�h=]Û�x(Úv�ÜÝpßà=]Û
��³��¦��×à}¾0p áÄàj8
â]:;ÑãÌ Tôä÷HVv]åæ(
¥Ø}¾çè£®CwéðÌ Cw�³(,
$=]Û�0¬s*�=]}¾ê=]ëÛh

=]�ìv.à¾çèpí.
î·Vàj��×àïð�
�Ì

HVh,$.��x�ñ
êëQòGdph,$��ê
ëxó�ôàõöVh0Ym
÷^xp ,$ø!8ùú«,
ûRhü.ïñ�âxpTd�
ý��DþÀÿâ(�âk
8â!"#$àjCâ(,
$����»¼%p&,$ï
ñ'âÈh,$ï()hhC*
+,d-Kxïñ�â.º¶
x¢�/��Ëè80(1
2Ì k=�è�pv]_à>¶}¾_àÌ
h]�C3pó4ð56ð5C3pó4}¾p
�,$í;789*(8µ¶v:�Øpx
¶��êë�ñp T¶;�v]_à(8
9<=Ì x

8Û¶,$(×à}¾r¶h,$��
êëxp°�>l#V,$á°?*'¿8â
(!Ì k,$ph@ÄñAÕBC¨DEs
FPGHI#JKH�kLM�NOP`Q
RST àj~U\VDEWO×ÛñAXe
YO () -K6VàjZ×��[\x(]^

}¾_08`Ìha¢àjt+ijvwpz
%yGØºb\01×cÌ iCdT^(^
vwpdsÈZ$ABñe(»¼fgÌ x=
�³hd¬{|p ,$s8iVAB(v
]*'Tj%dãZ$ä\klp VAB
(dóm28iÒÁÌ

HVCYnXßàp ,$sÈopx¢
�ÈqrÌ &qp "¿ '*+ ¢£��(v�
h,$.��xp=�¸sx¢(8¶³´p�
¶¿Þtuvwx(«rph4ÚYyS�
7pixz¶��yS(ñxp{¥Kp=�|
}Ì !!" #$%"

) ~ %' �Cp ¯(
�ñ=�k��Y��
.�� % �)È�û_
+��t5È����
��âp Tôä÷��
�yí��1�=�À
Ýp s��AB�d
d��y��2T^1
¿à(�ñ=�p �°
¶k¯(¶¶·�0B
�p ºs#V3G�
�(dów�ôÌ

¯(�ñ=��à
{|}~������
��{|p ��+¯(
�,� tò(�ñ=

�ps��·�AB¿à
, ¡¡¢��Ì�ñ=
�HV²{�ypÓ£§
(¤T¨}¥TBo¦y
�*���p§¨¦y0
©¿¾�(h�,=�xp
��"ª« ) ïj!¬p
Ý ) ���m�ÊY
5p!% ��®O¸¿à
¯p sUY^��Ñ
9p °±%$µK²�
ñÌ¶·��yÓ³�Þ
�d($¤¿à«¬Z
[´�p°¿à<=ðã
)*�|Ì

!#$% &'"

!"#$%&'()*+
) ~ %' �pµ¶·¸]�

'`Èk '&""" j!¬·�
¸4¹º.*»p�y¸e¼
ï½h ¾¿.À(·��Áp
ôä÷�yím¨ÂÃõp%
�·�ÄÅ¸K/Ì

¯(��·�ÄÅ¸µ
¶·¸pHVýÅ]�j¯
( # !�îÆ-Ç( )" ïj
!¬ÄÅ¸p Èdi¦T�
©hYÉ©Êð��hF,Ë
 �hYÉ¿àÌÍpÎSY
É�4ÏÐVd¸p;�'É
)*�|Ì àjwÑ��ÎS
YÉ�4ÏÐÏºÌ #* j!¬
ÒqÆvp,& j!¬Ó�v

vpdi¦TÔ-.'ÕÖÇ�¦p
×íä¦ÖÖØBh((Ùyp
»7¯(¦Tñ�wKÚÌ

0 ) ~ %" �p AB�Û
ÜÝÞßàáÎkµ¶·¸º
.»7Ü /01 ím»âÞ<
Øpµ¶·¸G�âã8ip*
m>%�ä¦Kp#*2,& j!
¬¦T�© phþ ' ï£ ,*
åxæçÞ<0Ì âKpèéÎ
3�p¯(kêèéë3ìEh
èé=5Eh µ¶·¸�âí
îïp åðèéÎñò�óG
ôp x{+Èõuðãé£(
$¤0_öÌ

!()"

) ~ %" �p÷øà]¯
(}~�ñ'`Èº.û_p
÷øàùú�ûüAh÷øà )
ýh÷øàùK/ýÔh©dt
w��h ÷øàùT³wºh÷
øàùþÿ¨�h ÿU÷øàù
,æP! # m"âp#$A�Ì

0 !""# !÷øà]í
m%�ABóÔp* !�%Ø#
�*'+÷øàùT³wºh÷
øàùþÿ¨�h ÿU÷øàù
,æP!p *�/&àÀ¿$
�Ø��(���'(dó(
'É")p '*dóñj(�
zÑ9À+,p ��÷øàd
a-oh÷�.àx(ßàqr

À�³Ì �Þ÷øà]kA
B�æl/{G %"""" Xà
jÌ �0 * !('Ép÷øàk
ABífxV:;('ÉGÊ
1`v�.Ì!"'% !!2!p
÷øà]AB�æsâK/
{ # �k�*'��p �*'
ÀÛ�"ªs«¦ !'" ïj!
¬Ì ��1`¯(dóG3hd
ó4¬�À56*'�.p]�
7Ç89$µ¥Oh dóÄÅ
¸h$µºóz©.p°:;Y
É�©Û�&(Úd<j=>
?pVAB�e(;�klx÷
�½��Ì

!#$% *)"

,-./0123456 789:;<9=>?@

+,-./0123456789:#;

本报记者 奉永成 李立川
实习生 胡虹

“两证”投诉一年几百起

2003年，周先生采取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
了长沙市芙蓉中路唐朝大厦的一套房子。“当时房
价2000多元一平方米，首付30万元，余款以银行
按揭的方式付清，按揭期限为10年。 ”周先生告诉
记者，在当初购买房子时，开发商非常热情，跟业
主们宣称整栋大楼手续齐全， 并承诺可以拿到房
产证。但在购买房子后不久，周先生便从其他业主
处得知，唐朝大厦没有通过相关部门的验收，拿不
到房产证。

“没有通过验收的原因有很多种，听说主要是
没有停车坪、消防通道未通过验收、实际建筑超高
等问题。”周先生告诉记者，得知这一情况后，有些
业主便开始停交按揭款， 这10年中他也曾停交
过，为此还被银行列上了黑名单，给他日后的生活
带来了极大不便。

在拿不到房产证的情况下， 业主们纷纷行动
起来，成立了专门维权委员会，并将开发商告上了
法庭。“法庭没有宣判，走了仲裁途径，在仲裁时，
要求开发商支付给我1万元。”周先生表示，既然仲
裁时要开发商赔偿他的损失，说明业主有理，错在
开发商。可直到如今，周先生不仅不知道自己的房
产证在哪里，就连仲裁的赔偿款也一直未能拿到。

从2003年到2013年，正好10年，按正常的购
房合约，今年周先生在还清按揭的情况下，原本可
以顺利地拿到房产证，但周先生表示，目前自己还
在跟其他业主一起为房产证一事而奔波， 至于何
时能拿到，拿不拿得到，他心里都没底。

目前，长沙到底有多少个楼盘未办理房产证？
虽然长沙市住建委未对此做过专项统计， 但数量
不少是个不争的事实。 据统计，2012年，长沙市房
产政务信息网接到房屋产权投诉838起，全部是反
映两证（房产证、国土证）“难产”。

8月26日，长沙市住建委房屋产权监理处产权
监督科肖连波科长告诉记者， 因为各种原因而未
通过主管部门验收， 从而导致申报房屋产权资料
不齐全的楼盘，在长沙还有很多，仅今年就有10
多个楼盘因为达不到申报房屋产权的要求， 被业
主投诉。

开发商违规是“难产”主因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房产证变成了“难产证”？

肖连波科长告诉记者，业主拿不到房产证的
原因有很多种，但基本上都是因为开发商违规操
作，楼盘未能通过验收，申报资料不齐全造成的。

“如果申报资料齐全，及时递交到产权监
督科，经审核通过，一般在7个工作日之内就可
以办理好房屋产权证。”肖连波告诉记者，作为
房屋产权审核的主管部门，绝对不会拖延办理
时间， 但经常有楼盘开发商为了追求经济利
益，而导致违规的情况发生，一旦发生这种情
况，楼盘肯定不能通过验收，房产证“难产”的
情况就会出现。

“而开发商违规的情况又有多种。”肖连波
介绍，一般常见的情况是：规划报建（包括规划
设计是否符合要求、报建手续是否齐全等）；建
筑施工（包括具体施工中，违规超高、更改规
划、私改容积率、建筑超‘红线’等）；违规销售
（包括违规预售、 一房两卖、 开发商未交纳税
费、消防等配套设施未经验收等）。 肖连波说，
不管是哪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开发商为
了牟取最大利益，违规操作，损害业主的利益，

最终导致房产证“难产”。
“有些楼盘在开工之时，便注定了业主

很难拿到房产证。 ”王先生是一家知名房地
产开发公司的销售经理，熟知房地产行业中
的各种内幕，对房产证“难产”一事了如指
掌。王先生告诉记者，一些开发商拿到地后，
首先便会从规划着手，让这块地为公司带来
最大利益，而如果按照目前的相关法律条文
规定来操作，肯定无法达到利益最大化。

王先生举例： 比如芙蓉中路上的某块
地，按照长沙市的城市容积率和建筑高度规
定，10亩大小的地， 只能建一栋10层楼的房
子， 开发商如果在10亩的地上建两栋房子，
并且每栋超高两层，那么同样的地价，多出
来的一栋房子和每栋的两层楼，除了建筑成
本，赚的便是纯利，因此更改容积率、超高，
便成了开发商特别是中、小开发商惯用的手
法，而这种情况，肯定无法通过验收，房产证
自然办不下来。 还有些开发商，在资金紧张
的情况下，违法一房两卖，或对应交纳的税

费视而不理，房子卖完后，收拾东西赶快走人。
“这时房子已经预售，钱已经被开发商拿

走，一旦被业主和主管部门发现，开发商便采
取‘拖字诀’。 ”王先生透露，少数能耐大的开
发商，通过周旋，最后将问题化解，实在解决
不了的开发商便将公司换个“马甲”、换个地
方，把资金抽走，留个空壳、或直接将公司注
销，将问题留给了政府。

长沙天佑大厦的业主们便遇到了开发商
的“拖字诀”。天佑大厦的业主从2011年下半年
起多次找到开发商， 要求办理房产证和国土
证，但两证一直没有踪影，在业主反复追问下，
开发商才道出实情，因为修建天佑大厦添加了
楼层，未补交国土局1300万元增容费，导致两
证“难产”。“开发商湖南华泰房地产公司注册
资本有1亿元，却说没钱给业主办理两证，开发
商要么是有钱不给业主办证，要么是把注册资
本转走了。”业主们提起此事非常气愤。去年11
月，50多名业主联名将开发商起诉到法院，今
年3月份业主们拿到了胜诉判决书。

多个心眼，可防房产证“难产”

对于多数买房者来说， 买房会花掉家庭多
年的积蓄，还会因此背上沉重的贷款包袱，如果
因为开发商的原因而拿不到房产证， 对购买者
家庭是沉重的打击。 而如何防止这种情况的发
生，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

长沙市政协委员王林就曾两次因两证（房
产证、国土证）难的问题撰写专项提案。 王林在
今年3月份的提案里提出四条建议：一、整合全
市各行政部门职能， 建立房地产企业破产或注
销统一会审制度； 今后房地产企业破产清算或
注销的，应该由工商、住建、国土等部门共同参
与。 二、建立房地产企业及高管信用登记评价体
系及公示制度等；联合住建、工商等部门，在网
上公示延期办理两证的房地产企业及高管人
员，使其违规行为受到舆论谴责。 三、对房地产
企业抽逃注册资本的问题进行检查和处罚，将
恶意抽逃的开发商股东列入“黑名单”。 四、有关
部门应联合银行加强对房地产企业资金的监
管，避免恶意抽逃注册资本的行为，将违规开发
商列入“黑名单”。 王林表示，提交提案的目的，
是呼吁政府完善现行监管政策， 让无良开发商
付出更大的经济和道德代价。

“为防止拿不到房产证的问题发生，市民在买
房时要查验开发建设单位的‘五证’”。 湖南万和联
合律师事务所李健律师提醒市民， 在购买房产时，
要提高法律意识， 在合同里约定清楚何时拿房产
证，如果超过期限仍未拿到房产证，要去开发建设
单位询问原因，必要时根据合同约定行使保护自己
的法律手段，其中五证包括：开发企业资质证、国有
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
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现房销售时需提供初
始登记结果的相关证明，并及时办理预告登记）。

王先生用自己在房产企业从业多年的经验提
醒市民，购买房产时，切不可过于着急，不能一味听
信楼盘销售员的话，跟着销售员的思路走。

“在看好某一楼盘的地段、 户型、 价位
后， 先不要急着签合同， 一般一房两卖、 急于
套现的开发商都会急着将房子脱手， 从而快速
回笼资金。” 王先生告诉记者， 目前多数楼盘
都不可能在开盘后马上售馨， 购房者可以等两
天， 利用这两天的时间去政务窗口了解楼盘的
全面信息和开发商的具体情况， 确认无误后，
再去售楼部签订合同。

在长沙市，如果申报资料齐全，一般在7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办理好房屋产权证。 但不少新房房主发现，倾尽多
年的积蓄买套房子，却迟迟拿不到房产证，买来的不是安居，而是烦恼———

房产证频频“难产”为哪般

漫画/李珈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