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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拍房
买卖纠纷

07
“拍卖房屋的瑕疵，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这一句话，
蕴含法拍房的五大坑，
你有了解么？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先后报道了《500多万买套法拍房 钥匙却
被物业扣下：先交9万多物业欠费》和《123万买套40年产权法拍房，40年
内都无法住？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8月21日，本报记者从500万豪宅钥
匙被扣的新闻当事人李先生处获悉，由成都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出面，他最
终从南湖国际社区物业处拿到了房屋的钥匙，
目前没有交物业费。
同时，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还采访了专业从事不良资产处置的两
位律师以及为法拍房做价格评估的深圳市国策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
请他们为市民剖析购买法拍房要注意的风险！

不良资产处置
专家剖析法拍
房背后风险：

▶

共 同 关 注
目前法拍房在成都市场比较火，
目前法拍房在成都市场比较火
，除
了价格优势之外 ，还有不限购的便利
了价格优势之外，
还有不限购的便利。
。
“ 光看到这两点还不行
光看到这两点还不行，
，还要看到背后
的风险，
的风险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作为一个普通市民，
，要提前做
好尽职调查。
好尽职调查
。”周茂梅分析说
周茂梅分析说，
，要充分了
解房屋的法律状态和事实状态。
解房屋的法律状态和事实状态
。

当心掉进
五个

购买法拍房，如何规避风险？

专家支招：
做好尽职调查
抓住拍卖时机

坑
第二个

核查

第三个

坑 ：房子的产权年限

“四川安企汇利”
不良资产处置
团队负责人李国均，曾为1500余套
法拍房提供处置、咨询方案，可谓
“法拍房”
行家。
据该团队成员、
四川
美地律师事务所律师周茂梅介绍，
买卖房屋会产生相关的费用和税，
在法拍房的公告上关于税、费有两
种介绍：第一种，
“买卖双方所产生
的税、费均由买受人承担”，这种情
形占90%以上；第二种则是“所涉及
到的税、
费按照法律规定承担”
。
“第二种情形比较公平、合理，
但在拍卖公告中只占不到10%，按
照税法和相关的法律规定，该卖家
（被执行人）承担的就是卖家承担，
该买家承担就是买家承担。”周茂
梅介绍说，在房屋交易实践中，卖
家所承担的税费往往大于买家承
担的部分，两者比例约为7：3。
明显合理的第二种，为何法院
弃而不用？周茂梅解释，若直接让
卖家即被执行人承担，被执行人可
能因为没有钱或者抗拒，导致拍卖
工作无法顺利进行下去。
不管税是卖家承担还是买家承
担，
在房子过户之前，
都需要买受人
先行垫付，缴清全部税费后才能完
成过户、拿到房产证。如此，就出现
了第一坑，如果房屋土地是划拨土
地，
则会额外多出一笔土地出让金，
而这些信息在拍卖之前，难以从拍
卖公告中获取，竞买人也难以了解

千钧
一发

袁晓锋抢救倒地的少女

到；
如果房子登记在公司名下，
则可
能出现天价税费。
“公司房子，包括土地增值税
和房产税等多种税费。”周茂梅举
例说，团队曾经购买了一套360平
方米的房子，房子建设于2001年，
经过中介机构测算，这套成交价为
372万的房子，光税费就要80多万
元。
“ 如果你提供不了以前的交税
凭证，有部分税种就要从房屋建设
之日起开始征收，一直补缴到过户
之日，所谓的‘天价税费’就是这么
来的。
”
要想取得过去几年关于拍卖
房屋纳税的原始凭证，在现实操作
上是很难的。
“ 被执行人往往是一
种抗拒状态，怎么可能为买受人提
供交税原始凭证？即使有愿意配合
提供的，也很难找齐全过往每年的
税票原件。”周茂梅介绍称，最终经
过努力，他们拿到了原始凭证，将
税费降到了9万多元，然而对于普
通的竞拍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
风险。
“如果我们不是经验丰富，提
前了解做好准备，买了之后这个坑
就得自己填。
”
如法院公告所说，
“ 所有的税
费由买受人承担”还蕴藏一个风
险，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报道的
500万豪宅需要交物业费为例，买
受人认为房子是一手房，物业费应
该由开发商承担，若要提起诉讼，

坑 ：房屋的占有状况

法拍房的第三坑是目前法拍房最普遍遇到的“占有”
情况，也是目前法拍房交易后无法清场的最重要原因，拍
卖之前首先需要了解房子是空置的、是被执行人居住、还
是涉案债权人或者案外人居住？以《123万买套40年产权法
拍房，
40年内都无法住？
》为例，
则属于案外人居住的情况。
“每种情况对应的处置方法不一样，
这是一个专业的技
术活，
很多市民不具备处置能力，
往往采取过激的手段，
就
容易触碰法律红线。
”
李国均分析说，
法院对拍卖房是否负
责清场，
取决于房屋拍卖公告的规定，
有的法院在执行中，
要负责清场并交付，
而不少法院只负责协助办理过户手续，
并不负责房屋清场交付。
“目前法拍房无法交付入住的主要原因，与法院不负
责清场交付有关，面对案外人的强制占有，买受人不得自
行启动新一轮的诉讼程序。”李国均分析称。8月14日，成都
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朱兵在面对买受人陈女士时表
示：
“仅仅为了拿房屋钥匙，启动新的一轮诉讼程序，是对
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
”
“如果法院负责清场，所有关于占有和交付的问题都
解决了。
”周茂梅说。

坑 ：税、费风险多

李国均

第四个

评估

坑：

第四坑则是房子是否结清了一些工程款和工人工
资等，这种情况在独栋别墅中比较容易出现，这些费用
在房屋拍卖后属于优先受偿的费用，可能存在房屋受滋
扰的情况。

这与法院的公告是有冲突的。
“你要对抗的是法院公告，在
诉讼中你能否得到法院的支持，是
有风险的。”周茂梅说，上述372万
元的房子9万多的税费其中有7万
多元应该由被执行人承担，最终，
周茂梅团队向法院申请参与拍卖
款分配，通过报销而拿回了代出售
方垫付的税费。

第五个

两种情况会影响房屋价值

该公司资产评估师李欢介绍，法拍房与
平常房屋一样，评估出来的都是市场价。然
而，有两种情况会极大地影响房屋价值，第一
种情况，就是恶意签订长期租赁合同，并且一
次性支付完租金，以《123万买套40年产权法
拍房，40年内都无法住？
》为例，案外人主张的
40年租赁期会极大影响房屋的价值评估；第
二种情况，就是把房屋以远远低于市场价格
出租出去。
“譬如有的房屋，同地段的租1万元/月，
你租的是1000元，这种情况也会极大影响房
屋评估价格。”李欢说，同一套房子，如果有租
赁，他们一般会出具两种价格，一种未租赁的
估价，
一种有租赁的估价，
供委托人参考。
在科华中路2号这套房子，评估价为219
万元，法院拍卖的第一次公告起拍价为197
万，而第二次起拍价为123万，也是最终的成
交价，为何差异这么大？深圳市国策房地产土
地估价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西南区域总经理
兼四川省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梁国平解释，法
院拍卖的起拍价一般按照评估价的7成挂拍，
若第一次竞拍失败，
第二次竞拍可能降价。
“法院拍卖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房子卖
出去，实现快速变现，这跟市场上买卖房子，
急售和慢慢卖是两种不同的价格。”梁国平
说，法拍房针对的是有效的买卖群体，若竞拍
的人多，则可能成交价高于评估价，相反，则
可能低于评估价，
后者情况居多。
周茂梅认为，竞拍也是一个技术活，其
中拍卖时机很重要，需要有经验的人参与，
若竞拍得当 ，就可能在预期价位拿下想要
的法拍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房子是否结清工程款等
律师周茂梅

可聘请律师做尽职调查

法律状态直接影响对房屋价值以及购买
后可能出现情况的判断，需要调查的房屋法
律状态包括：被执行人的信息，拍卖房子所涉
及的抵押状况、查封状况，以及房屋所有权人
的债务状况，都要一一核实。
“ 这些信息可能
在一个法院，可能涉及到几个法院，对于普通
市民来说，核查比较困难，若市民决定拍，可
以请专业人士参与核查。”
周茂梅说。
事实状态包括房屋拍卖居住状况，每一
类居住人对应不同的法律关系，清场的方式
不一样，居住状况你可以通过向法院、物业、
门岗以及周边的邻居核查。在拍卖前，首先需
要核查的是被执行人的主体身份，是个人还
是公司，个人风险稍微小一点，若是公司，则
需要核查税费等更多的信息。
李国均表示，总体而言，核查法拍房是一
个技术活，
目前行内操作方式是聘请律师做尽
职调查，
全方位了解房子是否值得摘拍以及做
好摘拍后的风险处置措施。据了解，在拍卖之
前，法院会委托评估公司为房屋做价值评估，
深圳市国策房地产土地估价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仅去年，
承接了400个多法拍房项目。

李国均介绍，房子的产权年限是第二坑，目前住宅产
权的最长年限为70年，而很多司法拍卖的房屋的产权仅剩
下50年或更短时间，
产权年限直接影响房屋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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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 ：房屋的装修状况

拍卖房屋的装修状况则是第五坑，有的拍卖是对房
屋现状进行拍卖，而有的拍卖则不包括室内装修，
“ 有的
房屋是红木装修的，
这种价值昂贵，
可能引发新的纠纷。”

女孩公交车上晕倒心脏骤停

兑彩票

同车女医生
两次
“抢”回她的命
最近，在四川攀枝花，一位女
锋听到同车乘客呼救。
子在公交车上两次抢救花季少女
没有多想，袁晓锋立即上前
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引来众多
表明医生身份，进行检查抢救，
网友点赞。
“大家尽量散开，开窗，保持空气
8月21日，经成都商报-红星
流动……”袁晓锋快步上前，与乘
新闻记者多方核实，这一幕发生
客一起掐人中、拍腕动脉，还有乘
在7月29日早上，在攀枝花清香坪
客拨打120……
站驶出的32路公交车上，乘客小
“抢救中发现，她的心脏跳动
吕（化名）突然晕倒，心跳减弱停
越来越弱，没有颈动脉搏动，嘴唇
止，无自主呼吸……紧急时刻，同
发乌，情况十分严重。”袁晓锋当
车的弄弄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即叫停所有人，并立即开展心肺
医生袁晓锋“出手”，紧急实施心
复苏抢救，她心里暗暗着急，
“心
肺复苏抢救10分钟，两次挽回小
脏骤停，有四分钟抢救‘黄金’期，
吕的生命。
错过了，将对患者造成不可预估
袁晓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的影响。
”
示，人心都是善良的，就算救助的
在袁晓锋的紧急抢救下，小
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只要尽力了， 吕 情 况 有 所 好 转 ，并 清 醒 了 过
自己不后悔就行，
“每一个生命都
来。就在大家都松一口气时，小
值得尊重。
”
吕再次晕厥，失去意识，陷入危
急状态。
刚放松的心情一下又紧张起
乘客晕厥
来，
不停地实施心肺复苏抢救，
袁
她两次挽救女孩生命
晓锋累得满头大汗，筋疲力尽。在
当天早上7点30分左右，袁晓
不懈努力下，十分钟后，小吕再一
锋从清香坪乘车上班。
“有女孩晕
次苏醒，睁开了双眼，脸上的神色
倒了！”坐在32路公交车上，袁晓
恢复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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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醒转来，看着我们，她的
眼神留在了我的心里，永远忘不
了，那是一条生命！”袁晓锋表示。
当天，上班29年，从不迟到的袁晓
锋故意请假“迟到”了一次，护送
小吕到医院进一步检查治疗。

从医29年

她说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谈起救人一事，上班中的袁
晓锋淡然一笑，表示这只是一件
小事，
“那种情况下，顾不及多想，
当救得救，这是作为一名医生最
基本的医德！
”
小吕送医后，事情并未结束。
事后，小吕的家人找到了袁晓锋，
表示谢意，提出感谢她，邀请她吃
饭等，这些都被她拒绝了。不过，
袁晓锋却加了小吕母亲的微信，
不时关注小吕的病情。
值 得 欣 慰 的 是 ，通 过 攀 枝
花市内的医院和华西医院的检
查 ，排 除 小 吕 患 有 心 脏 系 统 疾
病等，不过导致发病的诱因，也
未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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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母亲，小吕只有十
多岁，站在一位母亲的角度，我希
望孩子平安、健康。”袁晓锋说。谈
及“救不救”
“扶不扶”等社会争议
问题时，袁晓锋表示，这些天，也
有人问她，就不怕救人救出“问
题”么。袁晓锋表示，人心都是善
良的，就算救助的结果不尽如人
意，但只要尽力了，自己不后悔就
行，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尊重。”
今年49岁的袁晓锋，从事医
疗等方面的工作已经29年。
“才同
事三个月，但她已经是我的一名
老师。”同事胡梅讲述，袁晓锋现
在是副主任医师，工作中经常起
到带头作用，同事遇到不懂的，她
总是耐心解答、指导，细心剖析问
题的解决方法。
袁晓锋还被评为了攀枝花东
区2018年“最佳医务工作者”。
“工
作能力强，踏实认真，勤恳能干，
为人随和，平时生活中也喜欢帮
助他人。”这是弄弄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主任王经林对她的评价。
罗本平 冯明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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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26
期开奖结果：396，直选：4000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15847注，每
注奖金173元。
（15652099.63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26期
开奖结果：
39618，
一等奖70注，
每注
奖金10万元。
（304385334.84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超 级 大 乐 透 第 19097 期 全 国
销售265934781元。开奖号码：35
20 17 10 30 10+12，一等奖3注，
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1注，单注
奖金800万元。二等奖51注，单注奖
金 935083 元，追加21注，单注奖金
748066元。三等奖150注，单注奖金
10000元。3499337220.66元滚入下期
奖池。(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
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国体育
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
定》分 配 ，详 见 中 国 体 彩 网 公 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0月21日)

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19097期全国开奖结果：16 09
22 04 17 25 15，
特别号码：
0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 2019226 期 开 奖 结 果 ：
252。(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