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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份辅助性调控政策频出

下半年量降价稳是趋势
进入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延续
上半年的调控从严基调，
已有多个城
市纷纷出台有关房地产市场政策。
据不完全统计，7 月份以来截至
昨日，约有 16 个城市以及河南省出
台与房地产市场相关的各类政策，
其中包括上海进一步规范企业购买
商品住房行为，重庆对房地产开发
经营业务计税毛利率、首次购房按
揭财政补助等政策作出调整，以及
部分地区对房地产市场开展专项巡

查行动等。值得关注的是，
在 7 月份各地出台的调控政
策中，三四线城市已然占据
主流。
究其原因，58 安居客房
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表
示，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三四
线城市房价出现明显波动。
但他也指出，虽然三四线城
市房价上涨空间依然存在，
但上涨势头已被密切关注。因此，
如
若这类城市房价继续保持快速上涨，
则不排除政策继续加码的可能。
从整个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表
现来看，
三四线城市明显好于一二线
热点城市。据中指数研究院数据显
示，一线城市 2018 年上半年商品住
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约 25%，
领降各
线城市。其中，
京沪成交面积依然处
于历史最低点，
深圳由于去年基数较
低，成交面积同比增长约两成，但成

交规模仍处于低位区间；
二线代表城
市月均成交面积约 76 万平方米，同
比下降 7%；
天津、
杭州等热点二线城
市同比下降超三成；
虽然三四线城市
新房成交面积亦有所回落，
但绝对规
模仍处历史较高水平，
上半年月均成
交面积在 32 万平方米左右。
除此之外，三四线城市销售行
情较好，地方积极推地，上半年住宅
用地推出面积同比增幅在各线城市
中最大，企业在三四线城市的拿地
态势也比较明显。
展望下半年，中指院认为，在持
续深化的调控政策下，预计调控政
策仍将延续从严趋势。同时，一二
线热点城市延续上半年趋势，成交
稳中有降，价格趋稳；而三四线由于
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将有所下调，
下半年市场将有所降温。整体来
看，
量降价稳仍是趋势。
（来源：
《证券日报》
）

借名买房或致财房两失
在房地产调控政策、贷款审
批条件等政策法规的影响下，不
少没有资格或贷款困难的买房人
便另辟蹊径，借用他人名义来购
买房屋。但“借名买房”的背后，
却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
名义产权人反悔
如果名义产权人(被借名买房
的人，非实际购房者)反悔，
而出资
人又不能充分证明双方之间的委
托代理关系和支付购房款的事
实，要想取得房屋产权或收回购
房款就会很困难。
银行贷款合同提前解除
如果银行查明实际购房人与
贷款人不是同一个人，也可能依

据贷款合同的相关规定，提前解
除合同。而一旦无法取得贷款，
房屋的购买就可能陷入困境。
名义产权人陷入债务纠纷
从名义产权人领取房产证，
到将房屋产权过户给出资人的这
段时间，一种情况是，如果名义产
权人对他人负有到期不能清偿的
债务，或存在离婚纠纷，则房产很
有可能被查封或拍卖。
另一种情况是，名义产权人
中途发生意外，很可能导致继承
纠纷的产生。在这种情况下，出
资人很难得到房屋，而只能要求
对方返还房价款、违约金，不能要
求继续履行合同和取回房产。

名义产权人私下卖房
如果名义产权人不守诚信，
偷偷将该房产出售，而新购房者
一旦购买了该房产，那么，借名买
房的出资人就可能无法追回该房
产。
借名买房合同无效
如果借名买房购买的房屋为
经济适用房等特殊房屋，该借名
买房合同一般被认定为无效。其
法律依据是当事人存在恶意规避
法律或国家政策的行为，属于《合
同法》中关于违反法律规定或以
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无效合同
情形。
（来源：
时报资料室）

购房者购买了一套二手房。
购房者与房主签订了《房屋买卖合
同》，
其中约定了付款方式和时限，
并提到，
过户前房主将房屋内所有
户口迁出。任何一方逾期履行约
定义务的，每逾期一日，违约方应
当按日计算支付房屋总价款万分
之五的违约金。购房者按约定付
款并取得房屋产权证后，
发现该房
屋内仍有最早的房主一家三口的
户口未被迁出。于是，
购房者将交
易房主诉至法院，
要求其支付相应
的逾期违约金。
房主辩称，签订房屋买卖合
同时，已经告知购房者该房内有

前房主等人的户口，自己家的户
口已经迁出，因此并未违约。而
且涉案房屋的户口没有占用学区
名额，未给购房者造成损失，不同
意支付违约金。法院审理后认
为，根据双方的补充协议约定，虽
未能在过户前将房屋内所有户口
迁出是前房主原因，但涉及交易
的房主已构成违约，应承担违约
责任，判决支付违约金。
合同法规定，
当事人一方因第
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
应当向对
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
第三人之间的纠纷，
依照法律规定
或者按照约定解决。违约金，
是双

方对合同履行中出现违约情形时
预先约定的责任承担方式，
以补偿
性为主，
惩罚性为辅。违约金调整
的目的，
是充分补偿守约方实际损
失并适度惩罚违约方。调整违约
金，
应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
则，以违约造成的损失为基础，综
合考量各种因素。
出卖人或其他人户口是否迁
出，
对买受人户口迁入并无实质影
响。但房屋上有产权人之外的户
口，
一般会对产权人再次出售房屋
时的价格及房屋拆迁时的户口产
生影响，
但非必然导致损失发生。
（来源：
时报资料室）

购房纠纷

前房主户口未迁出交易人应付违约金

王府井联姻大象城

打造西宁城市新名片
□ 吴雨

7 月 6 日，
海湖新区中心极核地段的王府
井·大象城签约仪式暨王府井·大象城招商
发布盛典举行。
王府井·大象城的成立，将为西宁带来
一个集国际一线化妆品、精致时尚男女装，
多种形式的餐饮、
休闲娱乐为一身的时尚类
百货中心，
给广大市民带来一种全新的奢华
生活方式体验，
将打造成为西宁市具标志性
的品质生活、
时尚购物、
家庭欢聚、
交友休闲
的聚集地，
成为靓丽都市时尚新名片。
回顾西宁商业地产的发展之路，
从王府
井投身西宁打开时尚购物新格局，
到新华联
开业客流量 30 余万人，
再到万达首日销售额
1000 多万，商业地产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崛
起，给市民提供全方位便利，大大提升了百
姓生活品质。
在此次签约仪式上，
青海省工商联副主
席章海英也提到：
“王府井与大象城的合作，
将对西宁乃至整个青海时尚商贸流通业起
到强大的示范引领和带动作用，毋庸置疑，
会提升百姓生活品质。
”
仪式中，大象城董事长夏克、王府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周晴、
西宁王府井百
货总经理邢义刚在舞台中央携手，
全场爆发
欢呼声，
将仪式带入高潮。
所谓“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一个是
来自北方的新中国第一店王府井，
一个是青
海温商企业家投资建设的商业新势力大象
城，这一刻他们签下一纸合约，共同打造的
王府井·大象城项目将引领海湖新区的中高
端消费全速前进，
开拓城市商业地产的繁锦
未来。
据了解，王府井集团作为新中国第一
店，如今在全国已开设门店近 60 家，年销售
额超过 350 亿元，而西宁王府井 12 年来已累
积销售 150 亿元，发展会员近 37 万人，实力
强大。此次入驻大象城，双方互惠互利合
作，
也代表着王府井开创在全国一城三店的
先河，
在西宁市场迈开新征程。
大象城董事长夏克表示，
王府井有着丰
富的产品资源和成熟的经营理念，
以及非常
优秀的人才团队，此次与王府井强强联手，
是对项目自身的一次质的提升。
另据介绍，大象城开发商自持了 90%的
面积，以证明开发商有着绝对的责任心，不
止是做物业，
而是帮投资者做生意。西宁王
府井百货在大象城楼上一租就是 20 年，
在很
大程度上为整个项目日后的人
气高涨、
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这也意味着项目底商缤
纷街将迎来巨大的投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