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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彭州首个下沉式中心商业

牡丹文化广场举行亮相仪式

6月21日，由成都宏翔置业有限公司

举办的“富贵绽放、财富共享”彭州牡丹

文化广场项目亮相仪式在彭州市举行。

据介绍， 牡丹文化广场建设项目是按照

彭州市委、 市政府提出的加快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改善城市形象总体要求，打造

的具有彭州历史文化内涵和独具地方特

色的文化广场，该项目定位以集散为主，

休闲为铺的市政广场， 并建有三层下沉

式商业广场。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 牡丹文化广场将

以承接彭州市千年牡丹文化为背景， 在设

计上充分融入牡丹元素， 将建设成为彭州

市又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城市景点。

（余鸽）

齐聚蜀都万达广场

专家论道投资经

继6月15日蜀都万达广场销售中心

正式开放之后，7月5日，成都蜀都万达广

场在成都天之府温德姆至尊豪庭大酒店

举办了一场 “都市升级中的商业巨

变———大都市圈商业投资高峰论坛暨蜀

都万达广场产品发布会” 的大型活动。

并邀请商业投资领域大佬级专家王志纲

等莅临演说。

除王志纲外， 蜀都万达广场还诚邀

成都市著名规划专家潘陶和吴丰， 前来

传授大都市圈的商业投资经， 分析投资

秘诀，盘点投资技巧，回答投资疑虑，披

露成都“城变”之谜。重点剖析未来城市

发展趋势及卫星城市的经济发展趋势和

投资技巧，指点致富之道。

（宋皇）

雅居乐上半年完成

全年销售计划45%

� � 雅居乐日前公布的上半年数据显

示， 雅居乐2014年上半年累积预售金额

为人民币216.7亿元，完成年度销售计划

目标约45.1%；其完成比例已经与部分千

亿规模房企持平。保持清晰思考，把握自

身优势，紧抓推盘时机，可谓是雅居乐地

产上半年销售表现的关键词。品牌、品质

和价格“黄金三板斧”三位一体的营销

思路，帮助这个稳健的粤派房企，在起伏

的市场环境中加快去化速度。有专家称，

雅居乐上半年积极“去存”已达预期目

标， 此举有望增强雅居乐下半年冲刺全

年业绩的实力。

（宋皇）

西双版纳万达产品推介会

在蓉受热捧

7月5日， 万达西双版纳国际度假区

在成都环球中心天堂洲际大饭店举办了

版纳万达产品推介会。 推介会开始前客

户就把活动现场围得水泄不通， 现场人

气爆棚，与会人员反响热烈，再次印证了

万达集团的品牌影响力。

全国知名投资专家、 管理学博士石

代伦教授做了《当前市场环境下获得房

地产投资高额回报的理由、 机会和方

法》的主题演讲，为客户投资提供更好

的方式。 推介会后有大量意向客户纷纷

咨询了解项目， 西双版纳成西南度假置

业首选地， 而万达西双版纳的产品则备

受成都客户好评。

（宋皇）

10家大型经纪机构先试点

成都启动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

买二手房时,你是否遭遇过中介的不规范

行为?是否遭遇买房纠纷?对于新平台的使用

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拨打成都商报服务热线

028-86613333-1

传统“线下”交

易的二手房交易方式

将被取代，将全部通过“线

上” 的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来实

现， 将二手房交易的全过程纳入规范管

理，全程透明。

记者日前从成都市房管局了解到，即日起，我

市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将率先在10家大型经纪机

构试运行，其中包括21世纪不动产、链家、伊诚、我

爱我家、富房、中原、满堂红、美联、顺驰、磅礴等。下

一步，在试运行基础上将于8月1日在中心城区全面

上线使用，并将逐步推广至二、三圈层。届时，全市

的二手房交易将通过正式上线的存量房交易服务

平台来进行，实现从房源核实到买卖合同网签全过

程的网上交易，升级传统的二手房交易方式。

为了引导二手房市场的健康发展， 将交易

所有环节全部纳入透明化规范管理， 我市在借

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的基础上， 推出了存量房

网上交易服务平台。

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坦言， 通过2013年全

市中介专项整治活动，发现我市二手房交易和其

他城市一样存在问题，包括虚假房源发布、门店

公示信息五花八门、经纪服务行为不规范等。于

是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应运而生。该平台的总体

思路是：“一编码、两核实、三备案、四渠道、五步

骤”，实现交易的“公开、诚信、透明、规范”。

规范经纪机构交易行为

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应运而生

更真实透明 百姓最受益

二手房交易各环节全部纳入平台

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核心解读———

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最大的好处就在于

将二手房的每一个交易环节全部纳入透明化

规范管理，交易流程包括房源信息核实、房源

发布、购房资格核实、经纪服务合同网上签订、

存量房买卖合同网签。

“更真实，是新的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又

一大特点。” 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一是所有房

源要经系统和经纪人员核实，并经卖方授权委

托后才能入市交易， 系统对房源信息实时更

新，保证真实性；二是入市交易的经纪机构和

销售服务人员必须备案和注册，保证交易服务

主体的真实性。” 房源从进入市场之初就首先

要进行核验，不是真实的房源或者存在问题的

房源都将无法进入该系统。并且新的存量房交

易服务平台与房管局后台系统联网， 对房源信

息进行实时更新，信息将变得双向和透明，有效

杜绝了一房多卖、 交易中因为房源查封等临时

不能交易而引发纠纷的现象。

“信息不透明是二手房交易过程中的典型特

点。”相关负责人说，而该平台带来的第三大好处

就是让信息更加透明。“在以前的交易中，消费者

大多不清楚市场变化情况、 实际成交价格等信

息，多凭借中介公司一面之词来确定。有的中介

对买房人隐瞒真实的房屋交易信息，“低进高

出”赚取差价；有的利用格式合同对买卖双方做

出不合理、不公正规定，单方面制定霸王条款。”

而新平台启用后， 二手房交易过程中的3个重要

合同，包括委托协议、经纪服务合同和网签合同，

全部都是在该平台系统上签署完成。同时，所有

合同全部使用主管部门的规范性指导文本。

同时，新的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启用后，该

平台还将提供中介机构、 中介从业人员的业绩

信息、信用信息、交易评价等在线查询，购房者

在成交后还能进行交易评价。

房源发布 系统先核验

通过后每套房屋将有独立编码

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正式投入使用后，

首先带来的改变是房源进入市场的方式。“以

前房源信息的发布， 只需要卖方到中介通知

一声就可以进行发布， 但这个房源本身有没

有问题，却没有进行核实。”

而在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上， 首先最重

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房源信息的核实。 在房源

信息发布前， 系统将自动对这套房源进行核

验，看是否是保障房、是否有抵押、是否符合

交易条件等。如果系统验证通过后，房源信息

才能发布，没有通过，就不能发布。

而通过核验通过的房源， 将自动生成一

个独立的房源核实编码， 它将是其在整个交

易过程中的唯一身份标识， 通过这个编码可

以随时查询该套房屋的信息和交易情况。而

一旦该套房屋已经交易或发生限制交易的情

况， 那么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上就将自动删

除或屏蔽该套房源信息。

据了解，通过该平台核验通过的房源，可以

通过四个渠道同步进行发布， 包括中介门店水

牌、透明房产网二手房频道、存量房房源信息公

示系统以及移动APP房源信息公示智能终端。

委托合同必须在网上签订

独家委托和多家委托任你选

据了解， 该平台给二手房交易带来的最

大改变， 就是将交易环节的每一步都纳入系

统进行完成。 而其中房源的委托就是重要的

一环。今后，每套二手房源的委托，中介机构

和卖方都必须在该平台上完成委托协议签

订，签订完成后房源信息才会正式发布。

据了解，售房者在平台上有两种房源发布

的委托类型。一种是独家委托；而另一种则是

多家委托，哪家经纪机构最先完成经纪服务合

同的签订，在交易当事人约定的有效期这套房

源就会自动锁定，包括之后的网签、登记等环

节，都只能由当前签约的经纪机构来操作。

而值得一提的是， 只有持有成都市房地

产销售服务人员注册证书的经纪人， 才可以

登录该平台进行房源委托与发布。

合同在线签订备案

交易环节签约全部环环相扣

和传统二手房交易不同，该平台正式启用

后，所有交易环节的合同，包括经纪服务合同

和存量房买卖合同，都必须在网上签约完成。

在购房人资格初步核实通过后， 就将进

入经纪服务合同的在线签订， 而该服务合同

是由卖方、买方和经纪机构进行三方签署，内

容主要包括房源信息、 人员信息、 经纪人信

息、交易信息等。在成功签约后，合同中涉及

的价格、买受人信息等将无法再修改，同时，

在房屋成交且在合同有效期内， 其他机构无

法再对该套房源进行网签操作。

而在经纪服务合同签订完成以后， 才能

进行最后一步———存量房买卖合同网上签

约。 存量房买卖合同条款将由经纪服务合同

自动生成备案。签约完成后，将上传文档资料

和要件推送到网上预约预审窗口， 可以使交

易参与人尽量少跑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买卖合同签约后不提供修改功能， 这样一来

可杜绝中介机构的违规操作。

自由成交手拉手

网签合同前也需核验房源

存量房交易自由成交的， 可通过房产大

厅存量房交易自助终端机和数字房产网上服

务大厅， 完成房源核验和存量房买卖合同的

网上签订。

具体步骤为：1）卖方通过大厅自助终端机

或网上服务大厅提交待售房源核验申请；2）房

管局工作人员根据申请对房源相关情况进行

核实；3）核实通过的，系统以短信向卖方发送

房源核验编码；4）买卖双方根据房源核实编码

自助完成存量房买卖合同的签订和打印工作。

通过大厅自助终端机或网上服务大厅进行房

源核验和合同签订，将极大地方便办事群众。

成都商报记者 刘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