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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不动产登记中心】
成交火爆
140个号一小时抢空

带上干粮、穿着棉衣、带着被
子、 深夜在寒风中彻夜排队，这
些或许是你脑海中关于春运抢
火车票的情形，但是如今这一幕
却在长沙不动产登记中心真实
地上演。

“昨晚10点就来排队，太迟就怕
拿不到靠前的号。”11月16日，链家
的房产经纪人宋先生告诉记者，近
两个月长沙二手房交易特别火爆，
昨晚排队的就有30余人， 到今天早
上8点， 排队的人有200-300人了，
“僧多粥少，号码是限量的，但交易
量却是直线攀升。”

为了拿号， 在湘潭工作的郑女
士15日清晨7点就赶到了长沙，8点
半排到取号大厅前时， 却被告知上
午的号早就取完了， 工作人员提醒
她，没有办理完的业务，可预约第二
天来办。第二天早上7点，郑女士再
次来到位于晚报大道的不动产登记
中心， 此时排队取号的人已有200
余人， 郑女士随手指了指身后排队
的人群，“你看看，才刚到7点，我身
后就有这么多人。”

11月16日，记者在位于晚报大
道的不动产登记中心看到， 早上9
点，现场人头攒动，等待取号的队伍
直接顺延到了马路上， 登记中心前
广场的车位也已全部停满， 甚至旁
边的酒店也是车位难寻。

“因前不久才整合业务，登记中
心的接待能力有限， 即使满负荷运
转， 每天也只能办理120个号的业
务， 为此我们特延长了一个小时工
作时间，这样就能消化积存的业务，
多办理20个号了。” 长沙不动产登
记中心受理一科科长邓珊表示，二
手房转移业务每天早上8点半发号，
一般到10点，140个号就被一抢而
空， 即使到了下班时间大厅内还是
人山人海，“除了协助窗口办理业
务，光我一人每天就要接30多个电
话，全都是咨询二手房业务的，忙起
来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各地限购限贷政策刺激，叠加新房市场供不应求 助推市场转移量高企

二手房过户为啥要通宵排队等号？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邓涛

“自从开展对黄牛党
开展整治以来， 市民排队
难的问题已稍有缓解，但
二手房市场的成交量居高
不下， 确实给业务办理带
来了不少难题， 再加上不
动产登记政策才实施不
久， 房产和国土两证合在
一起，审批程序复杂，都影
响了办理速度。”针对一号
难求和办理速度慢的问
题，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书记、主任文德勇表示。

据了解，11月4日，市
政府的相关领导已进行了
实地调研， 并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 从11月7日开始，
不动产中心的工作日提前
至8：00上班， 延迟至18:00
下班， 周末适当加班。同
时， 还将进一步提高审批
速度，优化升级登记系统，
简化办事手续等， 在治理
方面， 登记中心还将联手
警方， 由芙蓉区公安分局
立案，对“黄牛党”进行调

查打击。
“此外，现登记中心已

从德政园房产大楼的市住
建委窗口中， 调出两个窗口
办理不动产业务，而晚报大
道不动产登记点二楼也正
在抓紧时间装修， 确保农
历新年前投入使用。”文德
勇介绍， 未来该中心还计
划在城南设立第四个登记
点，增加在编和聘用人员，
确保新增人员尽快到位，
以缓解市民排队压力。

不可盲目入市
应以购房需求为准

今年， 在新房市场一路高歌猛
进，二手房市场也顺势上扬，用不容
争议的成交量和均价刷新了往年数
据。在购房者都逐渐回归理性之时，
二手房交易市场为何能如此火爆？
未来， 长沙的二手房市场又将如何
发展？

对此， 明宾认为，11月长沙二
手房交易市场还能一如既往地活
跃， 原因在于它延续了9月、10月
的疯狂态势， 而且由于各地限购
限贷政策的风行、房产税的试点，
投资客都急于将手中的房源出
手，“二手房市场具有滞后性，前
两月的过户量或将顺延到12月。
同时，由于开发商供应节奏放缓，
新房市场已出现供不应求的局
面，因此各类需求的集中释放，再
加上囤房倒卖等因素的刺激，都
助推了二手房市场转移量的高
企。”

“未来，二手房市场或将进入
相持阶段， 价格在稳定中小幅波
动。”明宾表示，随着货币与信贷
政策的收紧， 长沙二手房市场或
将降温，“年底人们的观望情绪会
增加，到明年3月中旬，等新的政
策出台 ， 市场才会逐渐明朗起
来。”

对于二手房市场的发展态势，
长沙市房地产中介协会秘书长刘
元林也有着相似的看法，他认为，虽
然长沙还没有出台限购政策， 但对
双外客户的首付提高， 已极大地抑
制了投机客户的购房需求，因此，宏
观政策调控下长沙二手房市场将重
回理性， 成交量和房价在稳定中略
微上浮。

“整体而言，市场的供应量是
充足的，即使国家政策变化了，购
房者也没必要恐慌。” 刘元林建
议，购房者不要跟风，要以家庭需
要为准，充分考虑房源的地段、配
套、 教育资源等， 也无需盲目观
望， 因为与周边热点二线城市相
比，长沙已是房价的洼地，即使再
跌也不会有太大波动， 因此认准
了即可入手。

新房价格太高， 不如二
手房划算， 二手房既可以买学区
房， 也可以在市中心安家置业。”
刚办完过户手续的安晴如释重
负，她告诉记者，早上7点就过来
排队， 当时取号的队伍已经蜿蜒
到了隔壁的君逸山水大酒店，她
勉强赶上了当天的末班车。

据长沙市房地产市场预警预
报动态监测系统数据显示， 上上
周（2016.10.30—2016.11.05）
长沙市内六区新建商品房网签
4427套，套数环比减少24.90%。
但二手房市场交易氛围却是越来
越浓，据链家网最新数据统计，10
月长沙二手房成交量为4478套，
环比上月上涨49.42%，同比上涨
75.75%。

建议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
改善型住房需求日益旺盛，
三居中小户型已成为了交
易的主力军。据搜房网统计
数据显示，长沙二手房住宅
市 场 10 月 搜 索 总 量 为
746652，其中，三居是网友
最为青睐的户型，搜索占比
达到4.73%，其次为两居，占
比为2.41%， 四居搜索占比
1.66%，位列第三。

价格方面，40万-60万

元的房源搜索热度最高，占
2.47%， 其后60万-80万热
度居次席， 占比1.63%。同
时， 面积搜索中，90㎡-110
㎡的搜索占比为22.55%，由
此说明，小三房在市场成交
量中仍占主体。“实用性高、
面积合适、价格便宜的小三
房逐渐成为客户首选。”在
链家工作了三年的周先生
介绍。

“小三房之所以受到热

捧， 是因为该面积段的房源
性价比高、投资转手率高、整
体功能也比较齐全。”长沙新
环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明宾表示，近期成交
客户明显的变化就是准确
性更高，对成熟区域的中高
端楼盘的购买意向强烈，约
七成购房者以自住为主，三
成用作投资。同时，随着长沙
地铁交通的不断完善， 沿线
的二手房也备受关注。

【市民】 经济适用 小三房受青睐

在新的楼市调控政策
出台后、新房交易回归平淡
的情况下，二手房交易市场
依然热火朝天。据链家网数
据统计，10月长沙二手房成
交均价为7262元/㎡， 价格
涨幅直逼一手住宅，成交量
为4478套， 环比上月上涨
49.42%，同比上涨75.75%。

随着二手房成交价格
普涨，中介从业人员的收入
也水涨船高，有时会遇上投
资者一次性买下几套房源，

收入自然相当可观。因此在
登记中心，着装整齐的中介
们也成了一道特别的风景。
“业务量多了， 钱也多了。”
在新环境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工作了一年多的小吴
说，“金九银十”他基本每月
有三四单，工资也是以前的
两倍，“但是我们这行，收入
并不稳定，等级分化十分严
重，好的时候撑死、差的时
候饿死，风险也比较高。”

“市场升温，我们的工

作也更繁忙，15日晚上11点
就开始排队。” 房天下房产
经纪人周先生吐槽说，这已
经是他这个月第二次深夜
排队了。“这个月运气不错，
11月才过半就接了2单，今天
还抢到了8号，估计9点左右就
能办完。” 宋先生兴奋地摇了
摇手中的号码，他表示虽然帮
客户办理业务很繁琐，但他仍
旧乐此不疲，“这都是业绩，如
不出意外， 这个月就可拿到
1-2万元左右的工资。”

【中介】 业务攀升 收入人均过万

解决“一号难求”，相关部门优化登记系统加开窗口

11月16日，晚报大道的不动产登记中心被前来办事的市民挤得水泄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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