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9日，长沙市政协委员、民
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王林，
就两证“难产”问题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后，马上着手撰写专项提案。
3月12日，他带着四条建议的提案
来到长沙市政协， 希望政府早点
出台措施，给无良开发商戴上“紧
箍咒”。 这是王林第二次就两证
“难产”问题递交提案。

2011年9月，王林曾就不少小
区国土证“难产”撰写专项提案，
希望推动政府部门关注解决这一
问题。

当年11月11日， 市国土局就
此提案正式回复， 提出三条对策
加强管理， 一是新建项目完工后
必须经政府联合验收， 验收不合
格不能办理房屋产权初始登记；
二是对建设面积较大的项目，下
达规划要点时要能以城市规划道
路为界化到地块，以便开发一块，
结算一块， 土地分户发证登记到
位一块； 三是在签订格式合同中

约定办理土地分户证期限。 国土
部门曾建议建立开发商注销统一
会审制度、 房地产企业及从业人
员信用登记评价体系。

国土部门提出的三项措施，
对于促进办理国土证起到积极作
用， 但另两条建议因为涉及其他
职能部门，并没有得到实施，这难
免使有关部门对开发商办理两证
的监管打了折扣。

在今年的这份提案里， 王林
根据调研情况， 又提出以下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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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要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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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这么多小区两证‘难
产’，政府应该高度重视。”王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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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陈伟
建阅读提案后表示， 将会把提案
转交给有关部门， 有关部门会对
提案中反映的问题进行调研并提
出对策，一般会在三个月内回复。

■文/记者 甄荣
实习生 常飞 李志彬

图/实习记者李健

“讨要两证难，难过秋菊打官
司。”3月12日，芙蓉区天佑大厦业
主拿到了胜诉判决书。 业主邓露
得知告赢了开发商后， 并没有太
多欣喜，因为这才是维权的开始。
“秋菊打赢了官司， 还能讨个说
法，我们虽然有理，但未必能讨回
房产证和国土证。”

邓露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虽然官司胜诉了， 业主查到开发
商有1亿元注册资本，但开发商一
直说缺钱交1300万元增容费。

2010年年初， 八一路天佑大
厦的购房广告吸引了邓露。“24小
时全天热水、采暖设备、智能化系
统和设备。 这个房子看上去还不

错。”做事麻利的她两个月后正式
入住天佑大厦， 才发现事情不对
头，新房没有热水。更可气的是，
应于一年后办理的房产证和国土
证，到期后迟迟没有发放。

业主从2011年下半年起多次
找到开发商， 开发商每次都说会
抓紧办理，但两证一直没有踪影。
在业主反复追问下， 开发商才说
因为修建天佑大厦添加了楼层，
要补交国土局1300万元。

由于开发商迟迟未给业主办
理两证，50多名业主于去年11月
联名将开发商起诉到法院。 为了
节省诉讼费， 几位业主维权代表
研究后，决定自己写诉状，自己去

到省工商局查询开发商的注册资
料。 业主查询后发现了一个惊人
的信息， 开发商湖南华泰房地产
公司注册资本有一亿元。 不少业
主知道后非常气愤， 有一亿元注
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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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长沙曾经有开发商在没
有办理国土证情况下注销， 为了
防范开发商“金蝉脱壳”，业主决
定向省工商局递交报告， 请求相
关部门一旦收到开发商注销申
请，在开展清算工作前，先解决好
小区两证“难产”的问题。

一个有待落实的判决
“讨要两证难，难过秋菊打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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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大厦业主在苦苦为维权抗
争，虽然难度大，但开发商还在。活
力康城小区开发商却在两年前注
销，这让业主不知找谁讨要国土证。

2006年， 市民周女士在雨花
区活力康城购买一套现房，2007
年入住。 交房1年后她拿到房产
证，但国土证一直没有拿到。后来
她向其他业主打听才知道， 因为
开发商违规增容， 且没有缴纳费
用，整个小区700户业主都没拿到
国土证。

周女士称，2009年6月开发商
没有按合同规定时间交付国土
证，业主找到开发商讨说法。湖南
神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解释说， 因为有26名业主使用的
是第一代身份证， 因此国土证办

不下来。随后，开发商在小区内张
贴公告表示， 办理国土证的材料
已交到长沙市国土局， 正在走流
程办理。

业主们没有想到的是，2010
年1月湖南神斧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突然消失， 业主们找不到任
何相关负责人来维权。 业主找国
土局咨询后得知， 开发商擅自变
更小区规划， 却没补交2000多万
元增容费，所以无法办理国土证。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2010
年7月，周女士和另外几名业主向
雨花区法院提出诉讼， 要求开发
商立即为业主办理国土证。4个月
后，法院判决业主胜诉。但是由于
开发商在诉讼期间注销了公司，
导致判决无法执行。

诉讼期间， 几位业主委托律
师前往开发商注册地永州， 调取
了开发商的清算报告。 这份报告
显示，2010年1月15日， 公司召开
股东会议解散并进行清算， 公司
截止到2009年12月30日， 资产为
1000万元，负债0元，净资产860万
元， 公司注销前的债权债务问题
由股东廖玉龙、 罗中民按比例承
担， 这份报告上有永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信息中心档案资料查询
专用章。

虽然过去几年了， 但周女士
想起没有着落的国土证， 仍然非
常气愤。 一个报告显示净资产达
860万元的公司，竟然在诉讼期间
注销了， 这明显是为了逃避给业
主办理国土证的责任。

一场找不到对手的维权
活力康城小区开发商两年前已注销

重提一份没有完全落实的提案
政府应早点出台措施，给无良开发商戴上“紧箍咒”

亚伟点评

如今长沙不少开发商
在销售完楼盘后抽逃注册
资本，这种行为是《公司法》
明令禁止的。抽逃注册资本
的行为很多，包括股东抽回
其股本，将已经作价出资的
房屋产权、土地使用权转让
等。业主发现开发商抽逃其
出资， 可向工商部门举报，
工商部门查证属实后会责
令改正，处以所抽逃出资金
额5%以上10%以下的罚款。
公司发起人、 股东抽逃出
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的，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
役，并处或单处抽逃出资金
额1%以上10%�以下罚金。

业主在签订购房合同
时，应该明确约定办理房产
证和国土证的期限。开发商
逾期办理房产证和国土证，
业主可以要求其尽快办理
并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
责任，双方协商不成，业主
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公
司注销应当依法成立清算

组，依照法定程序对公司财
务进行清算。清算组应当清
理公司债务并了结公司未
了业务。如果开发商在业主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约定
了办理房产证和土地证的
具体期限，则这一义务应视
为房地产公司的债务，纳入
清算工作的范畴。

如果开发商的清算行
为违反法定程序，依照公司
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债权人
可以起诉公司相关股东，要
求其承担法律责任。如其清
算程序符合法律规定，随着
公司的解散注销，公司的法
律义务已经消灭，业主难以
再主张权利。活力康城业主
起诉开发商延期办理产权
证一案中，房产公司股东在
清算报告中承诺由股东对
债权承担责任，由于此种承
诺具有法律效力，业主可以
据此要求相关股东履行公
司未了义务。

■湖南通程律师事务
所律师 何亚伟

违规抽逃注册资本，严重可构成犯罪

为了避免出现交房了
但拿不到房产证的现象，市
民在买房时要查验开发建
设单位的“五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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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及时办理预告登
记。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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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延期办理国土证
的情况比较突出，业主买房
时，应在购房合同中对何时
取得国土证进行约定，同时
业主可以在国土部门的业
务窗口中查询国土证办理
进程。

买房前查验五证

小贴士

如果你的小区存在两
证延期办理情况， 请到长沙
网（网址为http://cs.voc.com.
cn/）发帖拍砖，也可@甄荣
三湘华声（新浪微博）投诉。
本报将把相关情况反馈给

有关部门，了解并披露相关
原因，在长沙网曝光未按约
定办理两证的开发商及法
人代表，督促其尽快为业主
办理两证。

互动

小区两证“难产” 请来长沙网拍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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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王林委员（左）向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陈伟
建递交提案，请政府“开药”治理两证“难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