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成都市
房管局相关人士，就公证摇号买房的焦
点问题进行了解读。

自《通知》实施之日起，全市范围内
新取得预售许可或现售备案的商品住
房，开盘销售全部采取公证摇号排序选
房的销售方式。

公证摇号可现场进行，也可网上进
行。“跟以往开发商自己组织的摇号不
同的是，未来的摇号将全程引入公证机
构参与，保证了摇号的权威性，杜绝暗
箱操作。”

《通知》明确，公证摇号范围为全市
行政区域；对象为新取得预售许可或现
售备案，开盘销售的商品住房；摇号引
入公证机构。

《通知》对购房登记规则进行了要
求，房企在接受购房登记前应完善购房
登记规则。总结来说，《通知》明确了购房
登记规则不得设置的4类登记条件。一
是不得设置有利于房企或中介机构内
部人员的登记条件，目的在于防止通过
内部人员认购的方式变相捂盘或炒卖
房源；二是不得设置有利于全款支付人
员的登记条件，目的在于为所有具有购
房资格的购房人提供平等的购房登记
机会；三是不得设置捆绑销售的登记条
件，目的在于防止房企进行购房登记
时，迫使购房人接受车位、装修改造等
其他产品和服务；四是不得设置挂牌价
外收费的登记条件，目的在于防止房企

利用购房者心理，收取住房挂牌价以外
的费用。

根据《通知》规定，一是对开盘销售
的时间、房源、房价等相关要求予以了
明确，目的在于促使开发企业做到真正
的公开开盘销售，防止房企捂盘或变相
捂盘，挂牌价外收费，充分维护购房人
的知情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二是公开
接受实名购房登记，目的在于为登记购
房人购房资格核验打好基础，防止部分
登记购房人利用虚假资格登记摇号，炒
卖房源；三是登记时间不少于3日，目的
在于为意向购房人提供充分的选择和
登记时间。

根据《通知》规定，一是要求房企进
行购房登记时，应向登记购房人进行我
市商品住房限购政策宣讲，目的在于让
购房人充分了解我市住房限购政策，防
止购房人因不具备购房资格而不能办
理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所带来的一系
列不良后果；二是要求房企在购房登记
环节对登记购房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
通过个人住房信息系统打印的个人房
屋信息记录、稳定就业（社保缴纳明细
和工作单位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证书）等购房资格资料进行审查和保
存，目的在于促使房企履行住房限购政
策的义务，落实维护市场秩序的主体责
任；三是建立摇号排序前的资格复核机
制，要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对房企报送
的登记购房人资格证明材料进行复核，
复核后具备购房资格的购房人信息方
可导入摇号系统，目的在于防止一些不

具备购房资格的投机者，通过摇号排序
选到房源，导致真正需要住房且具备购
房资格的人不能及时选到房源，同时此
举也提高了递补选房的工作效率。

《通知》规定，房企于摇号3日前在
销售现场或网上发布摇号公告。摇号排
序选房使用公证机构提供的电脑摇号
软件，由公证机构作全程现场监督公
证，并当场公示摇号排序结果。

该规定一是维护登记购房人的知情
权；二是保持电脑使用和摇号软件的公
正性；三是保证摇号过程的公开、公平、
有序；四是维护所有参与摇号人的知情
权，避免延时公示导致公众对摇号结果
公信力的质疑。

根据《通知》规定，一是要求房企与
依序选定房源的购房人，当场通过全市
统一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约与备
案系统在线签订合同，购房人交了定金
的，在线签订《商品房认购书》，购房人
交了首付款或全款的，在线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购房人在线签订合同后，
可通过销售现场的商品房销售信息公
示系统及时查看交易状态，此举目的在
于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防止房企要
求购房人线下签订“阴阳合同”，或者不
及时网上签约体现交易状态，导致购房
人利益受损；二是对因放弃选房所空房
源或者按约解除合同所退房源，在公证
机构监督下，依据公证摇号产生的选房
顺序按序递补选房，房屋价格不得高于
原开盘销售时公示的价格，此举充分维

护了参与摇号人的购房机会，又尊重了
摇号选房规则的执行，同时也保持了房
价水平的稳定。

《通知》明确：对登记购房人、摇
号选房人、合同签订人不一致的，不
予受理。

根据《通知》规定，明确了保障购房
人合法权益的具体措施，对于购房的登
记、摇号、合同签订、备案等环节的一致
性予以了严格管控，确保公证摇号按序
选房措施的有效实施，切实遏制虚假认
购、投机炒作等违法违规行为。

《通知》要求，房产行政主管部门发
现房地产开发企业违反本《通知》规定
的，一经查实，一律暂停当期开盘销售
商品住房的网签资格，暂停后续项目商
品房预售许可或现售备案受理，纳入成
都市房地产市场信用黑名单，并在“成
都信用网”公开曝光。

根据《通知》规定，明确了房地产开发
企业违反《通知》规定的具体处理措施，旨
在保障《通知》的切实执行，保障商品住房
交易能公开、公平、有序进行，有力净化商
品房市场环境。

《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办公、
商业等非商品住房可不实行公证摇号
排序选房。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1

01版/02版 编辑 郑然 余小红 美编 袁治华 陈亦乐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
不得转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
028-86783636

景致 树林水塘田地房屋映衬

车在青白江区城厢镇玉龙村五组
的一片“坝坝”停下，镇政府的工作人
员说，小碾子林盘到了。

沿着窄窄的巷子，林盘内的房屋错落
分布。每户人家院外是自家菜园、池塘。菜
园里一年四季有菜，池塘里面养鱼。

一条河渠绕着林盘而过，河渠边
上是成片的竹子、树林。林子与田地交
错，远望出去，一片绿油油的乡野风
光。“这是典型的川西林盘，树林、河
沟、田地、房屋融合一体，千百年来村
民们都生活其中，生产、生活都非常方
便。”城厢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杨德详向
记者介绍。

杨德详介绍了林盘里的9个院落。
“五谷社、陈厢阁、祥和屋、康乐人家、
蓉城阁、桃源居、天天乐、厢贤居、竹语
轩，这些是林盘修整后集思广益取的
名字，每户的名字都刻在门楼上。”除
了院落名字，门楼上还有楹联，“福寿
康宁歌盛世，琴棋书画乐长春。”是五
谷社的楹联……

川西民居的灰砖灰瓦，满眼满野
的树林农田，青黄的柚子挂满枝头，鸡
鸣犬吠相闻，加上眼前的一副副楹联，
野趣和人文相映，这个精致的川西林
盘，传承千百年来的错落样貌，让人感
觉舒服、精美。

生活 祖孙三代都爱住林盘

陈让斌带记者进了自家院子。正
房是一栋二层小楼，楼边侧位是厨房、
卫生间、储物间等功能房。陈让斌说家
里房屋共15间，楼上楼下可以住人的
有五间。“比城里住得宽敞多了！”

今年67岁的陈让斌，于20岁时入
伍，部队驻地在黑龙江。1976年退伍
后，凭着汽车兵的手艺，在西昌市搞运
输，1995年回到小碾子。“去过不少城
市，住过不少地方，我觉得，哪儿都没
有我们小碾子林盘安逸。”

陈让斌说，他和老伴的独子已成
家立业，自己也有了孙子。现在一家三
代，都住在小碾子这个院子里。“八九
年前，我和儿子就在青白江城里的‘青
江华庭’买了楼房，可谁都不愿意去
住，现在房子还空着。”为啥不到城里
住？陈让斌快人快语：“去那儿住做啥
子嘛？城里除了车多就是人脑壳多，隔
壁邻居都不认识……”

陈让斌在小碾子林盘的日子“过
得安逸”，家里有几分地，多用来种菜，
除了自己吃，还拿去卖，家里有鱼塘，
除了养鲤鱼、鲢鱼，还养了观赏鱼。吃
过饭没事做，他到林盘周边转悠，“找
人摆龙门阵，小碾子、还有周边的村
社，所有人我基本都认识，都熟悉，大
家在一起有的摆……”

新貌 老林盘修了污水净化池

陈让斌跟记者“摆”：自打他记事
起，小碾子林盘的位置就没怎么变过，但
村貌变化相当大。2010年以来，政府出钱
给村里硬化路面，修缮房屋，院落门口修
建门楼。最受他和邻居们欢迎的，是修了
下水道和生活污水湿地处理系统。

“以前都是旱厕，味道大，也不卫
生。后来政府给我们林盘修了下水道，
所有人家的生活污水都收集起来，排
到村外的处理池里。”记者顺着陈让斌
的指引，到了污水处理池边上，若不是
有他指引和一小段管道露出，很难发
现这个隐秘设施。

据介绍，小碾子林盘的生活污水
集中到此后，会经过隔渣隔油区、两个
厌氧区后，进入二层次处理，之后流向
兼氧区，再经过多层次的净化，最后经
管道排入林盘边上的河渠。“处理过的
水很清亮，没有啥子味道。”

村里还有多处宣传栏，一处“调解
文化宣传”里写着：以责人之心责己，恕
己之心恕人……陈让斌家有一个房间
挂着“高大姐聊天屋”的牌子。陈让斌的
老伴姓高，是个热心肠，村里就把这个
房间选在他家。“聊天屋”里挂着邻里相
处、教育子女、婆媳相处的宣传，不过陈
让斌说，“没好多人来，村头很少有啥子
矛盾，各家屋头基本听不到吵架的。”

“公证摇号”政策带来的
信息公开及有效监督，有利
于规范市场秩序，稳定市场
预期，营造正确的舆论环境；
有利于保障购房者的合法权
益，强化房屋的居住属性，确
保真实居住需求的合理释
放；有利于房地产企业和中
介机构的规范发展。

针对成都市场2016年下
半年逐步抬头的非理性投资
购房热潮，政府及时出台包括

“限购”“限价”“限量”在内的
一系列调控政策，有效遏制了
投机性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使
得成都房价逐步趋于平稳。同
时，市场也呈现出供应量下
降、新房库存去化周期逐步缩
短、阶段性供不应求的态势。

在此特殊时期，部分热点
区域、热点楼盘出现客户数量
成倍高于房源数量的供需失
衡情况，为部分房企、中介的
违规操作留出了空间，催生了
诸如“号牌费”“渠道费”“关系

费”等市场乱象的出现。同时
使得“开盘时间”“选房流程”

“选房顺序”等信息成为购房
资格与资金情况之外的隐形
成本，加之部分自媒体的渲染
放大了恐慌气氛，愈加刺激购
房者敏感的神经，一定程度上
加剧了供需矛盾的紧张。

此次政策的出台，使得
成都成为继上海、南京、长沙
之后的全国“公证摇号”第四
城。“公证摇号”所带来的信
息公开及有效监督，将使得
房屋价格与购房流程更加公
开透明，有助于减少买卖双
方的信息不对称、保障普通
购房者的权益，遏制投机及
恐慌性购买，打击市场上的
灰色利益链，规范市场秩序，
最终实现真实居住需求的合
理释放，促使房屋回归居住
本性。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让农民在农村过上城里人羡慕的生活让农民在农村过上城里人羡慕的生活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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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将打造
“社区营造地图”

13日，成都召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
城乡融合发展大会，会议明确提出要培育引
导社会组织进入乡村，提供专业化和精准化
服务，促进更多优质资源向农村延伸，打造
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

乡村社区营造怎么做？社会组织如何在
乡村地区展开活动？乡村社区营造将为成都
乡村振兴工作带来什么？昨日，由市民政局主
办的“成都市城乡社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
新闻发布会暨项目推动说明会”举行，成都社
区营造的参与者们对上述问题展开了讨论。

“近年来，成都社区营造工作不断取得
进展，不仅在城市，成都的乡村社区营造工
作，也已在崇州、邛崃、蒲江等郊县铺开。”在
市民政局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相关负责
人看来，村民是乡村社区营造的主体，乡村
社区营造工作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要把这一
主要力量的内生力激发出来。

这一内生力将为成都的乡村建设带来
改变，同时进一步激发乡村社区的发展动
力。上述负责人表示，社区营造能有效加强
乡村人群的凝聚力，从而激发村民积极参与
乡村的产业建设、环境建设、文化建设，实现
乡村振兴。同时，各个乡村社区还应根据地
区特点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营造路径，让
居民、社会组织和社区一起推动这项工作。

上述负责人提出了成都社区营造的具
体目标：到2020年，全市4400余个（村）社区
中，推动社区营造工作的社区比例力争达到
90%。这意味着，成都将有更多社区和居民参
与到社区治理工作中。同时，成都市接下来
还要打造社区营造地图，将所有社区的地理
位置、人口规模、人文历史、产业特征和营造
故事等进行综合展现。

为确保社区营造行动方向正确、路径规
范，8名来自高校及行业的督导专家在昨日发
布会上，受聘组成了成都市2017年城乡社区可
持续总体营造项目督导团队。四川光华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刘永光正是其中一员。

“成都乡村的特色很鲜明，一个是文化，另一
个是自然资源。”在他看来，这两个产业是成都乡
村社区营造工作的重要载体，如何对其充分进行
利用，是目前成都乡村社区营造工作的难点。

刘永光表示，挖掘社区特点，打造特色文化，
是接下来乡村社区营造的主要工作。同时，他还
提出要利用社区营造的城市经验，整理出社区营
造的主要步骤，把占据三分之二乡村人口的老人
和青年人动员起来，形成社区的产业动能，从而
实现乡村振兴。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邹悦

67岁的陈让斌在青白江区城厢镇
玉龙村五组的小碾子林盘长大、成年、
又慢慢变老。年轻时，他当兵去过黑龙
江，退伍后工作去过西昌，后来在青白
江城区买了房，但他觉得“哪儿都不如
我们这林盘住起安逸，城里的楼房空
着，我们全家都不愿意过去住”。河道、
池塘、田地、林丛，鸡鸣犬吠，这片典型
的川西林盘确实有魅力留人。

近年，政府出资修整小碾子林盘，
村落样貌为之一新，硬化路面、修建门
楼，最受村民欢迎的是修了下水道，村
里告别了旱厕，也告别了粪便不经处
理直接排放。更安逸的林盘，让这里居
住的9户人家安居乐业，以自己的林
盘、村落为傲。

小碾子林盘里的“都市田园”：
城里有房空着 就爱住在林盘

“九问”公证摇号买房
如何杜绝暗箱操作？
如何避免投机炒作？

公证摇号后
不用担心“打招呼递条子”

专家解读

昨日，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与成都市司法局发布《关
于商品住房开盘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房有关事宜的通
知》。业内专家认为，新政将确保购房的规范与公平，不用担
心其他人“打招呼”“递条子”而影响大家的购房机会。

“摇号选房”开始实施以
后，作为购房者的你也许仍
然买不到房，但至少你买到
房的概率和其他参与的人
是一样的。你将再也不用担
心有人用各种办法来变相
抬 价 ，也 不 用 担 心 其 他 人

“打招呼”“递条子”而影响
你的购房机会。如果你想买
房而且也有资格买房的话，
准 备 好 资 金 ，其 他 则 交 给

“运气”。如果买房是一场游
戏，那么现在这将是一场公
平的游戏。“摇号选房”将是
在当前市场条件下确保购

房流程的规范与公平的最
重要手段之一。

“限价+摇号”是应对当
前暂时性的市场供不应求导
致的新房房源短缺的有效政
策工具。当前从中央到地方
都在积极探索房地产市场的
长效机制，如大力发展住房
租赁市场等。随着越来越多

“房子是用来住的”的各项配
套细则落地，一些城市房地
产市场的供需矛盾必然会得
到缓解。最后，希望购房者能
冷静地分析市场，并理性购
房，切忌跟风。

刘璐（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沙骥（成都万科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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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摇号”和开发
商自己组织的摇号
有何不同？

“全款”能否优先？能
否捆绑销售？如何防
止内部人员认购变
相捂盘或炒卖房源？

2

3
如何遏制“捂盘
惜售”？

4
如何防止不具备购
房资格的投机者，通
过摇号选到房源？

5 摇号结果如何保
证公正？

6
公证摇号后如何
选房？放弃后，后
续人员如何依序
递补选房？

7
如何避免选房后
转手高卖等虚假
认购、投机炒作？

发现公证摇号过
程中存在违规行
为如何处置？

8

9 “公证摇号”何时
实施？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摄影记者王勤

成都市青白江区，城厢镇玉龙村五组小碾子林盘

小碾子林盘的院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