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还是不买？楼市新政出台让投资者们纠结了。（资料图片）

开发商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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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三鹏律师事务所主任何
晓伟律师表示,根据法律规定，购
房者与开发商之间就购房达成合
意即一致意见， 且双方在合同上
签字盖章，合同即告成立。

购房者的义务就是按约付
款，并配合及时的提供办理网签、
备案所需的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
委托书等法律文件， 开发商的义
务就是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将合符
约定质量要求的房子交付给购房
者，并在约定的时间内办好网签、
合同备案、房屋产权证，否则即构
成违约。

开发商违约应承担如下违约
责任：继续履行合同，交房并办理
相关网签、备案、产权办证手续；
对未能按时交房或办理相关手续
而导致购房者需增加的成本或多
支出的费用承担赔偿责任； 因开
发商未及时办理相关手续而导致
购房者不符合政策规定而失去购
房资格， 合同已经无法继续履行
的， 则开发商除退还已收的购房
款并支付合同约定的违约金之
外， 还应赔偿购房者购买该房可
获得的如房价上涨等因素所带来
的投资收益等间接损失。

楼市新政落地，长沙多楼盘遭毁约
限购分散了客流 开发商要走差异化路线销售 购房者可按法律要求赔偿

除了首付提高， 对非本
市户籍家庭限购1套住房的
新规， 也引发不少楼盘退房
潮。

市民孟女士告诉记者，去
年12月她在南城某楼盘看中
了一套55㎡的小公寓，始终无
法网签，现在新政出台了限购
门槛，让益阳户口的她只能气
愤地退房，“本来想再投资个
单身公寓， 结果政策一出，就
只能购买二手房了。”

外省来的购房客户同样
面临被迫退房的囧局。李先生
是深圳某公司派驻湖南市场
的员工，由于两口子都在湖南
上班， 所以就决定在长沙买

房，3月初，在珠江郦城看中一
套80㎡的精装房，总价90余万
元，3月15日交完三成首付并
且将贷款资料送往了银行。但
是，开发商一直未帮其办理网
签。

新政出来后， 网签暂停，
而且李先生二人的社保、公积
金等均由深圳总公司在深圳
进行缴纳，按照最新规定，李
先生属于限购对象， 不能在
长沙购买新建商品房， 只能
购买二手房。 李先生向置业
顾问要说法，置业顾问回复，
暂时不知道怎么处理， 需要
等全市开放网签以后才能看
情况解决。

“本想着让孩子就近在学区读书，交了12万元首
付后，却一直无法网签，连首付也提升至三成了。”今
年以来，易女士很是苦恼，因开发商迟迟拖延，首付款
提升一成，她将要多付近7万元的首付。

3月18日,长沙新政落地，紧接着各地开始涌现
退房毁约潮：因销售价格高于备案价格，之前多数楼
盘无法完成网签，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

■记者 卜岚 肖祖华

2月4日， 易女士看中了
中国铁建·山语城一套88㎡
的两居室， 于2月8日支付了
两成的首付款，共计12万元。
谁料一等再等，至今网签都无
法完成， 这时长沙“3·18新
政”来了。而在这期间，易女士
曾多次找到营销中心，一直无
法解决。

“开发商一直推脱说房产
局系统升级，无法网签，签约
时间待定。现在首付提高到三
成了，后果谁来承担？”谈到购
房经历，易女士十分愤怒，2月
份，她以7200元/㎡的价格认
购了这套房子，准备下半年送
孩子就近入学，不料这时新政
出台，首付提高让这个想法日

渐遥远，“和我们情况类似的
还有 6、8、9号栋近 100名业
主，首付的提升让我们备感压
力。”

为进一步了解情况，3月
22日， 记者来到中国铁建·山
语城的营销中心。销售林小姐
介绍，项目备案价格为5500元
/㎡， 销售价格为7200元/㎡，
销售价格高于基准价，一直无
法网签，“不过， 近期我们将
3000元/㎡的仓库也上报，均
价拉低了， 询价流程也完成，
很快就能网签。如果网签放开
后，首付实在有压力，只能设
法看能否延期支付，外地户籍
限购则需继续等待，或申请退
款。”

现象一：网签无法备案，首付提高无力支付

“之前因个人资金原因，
已和开发商协商延期签合同。
而这一延期，正好赶上新政。”
3月3日，市民磨小姐看中了一
套乾源国际74㎡的两居室，为
了让孩子早日上幼儿园，她爽
快地交了5万元定金、6000元
团购费，但到3月20日，磨小
姐却被告知因新政规定，暂停
发放第3套及以上住房贷款，
她需要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
这一消息如晴天霹雳，让磨小
姐很是气愤。

磨小姐介绍， 早在2006
年和2013年， 她就已经购置
了两套房，一套在武汉，一套
在长沙，其中详细情况也已告

知销售人员，但没想到新政来
得如此猛烈，全额付款的压力
只能让她被迫退房，“开始销
售说首付是35%，均价为6700
元/㎡， 我觉得价格合适就交
了定金。 但现在因贷款原因，
我想退款，开发商却说定金不
一定能退。”

“只能更名， 或一次性付
款。”对于磨女士的情况，销售
钟小姐表示，因磨女士个人原
因导致延期签约，公司不承担
责任， 一般定金也不予退还，
“现在公司在集中处理首付提
高的退房，暂时还没处理多套
房的问题， 具体何时有答复，
时间待定。”

现象二：
贷款停发，无奈毁约购房者定金或不退

现象三： 外地购房者首付付清，被迫退房

“3·18调控政策出台前后开
盘的一些项目，可能面临一些认
购者无购房资格、无贷款资格的
情况，此类情况最终如何妥善处
理需要考虑。”远见·嘉华项目总
经理李杰表示，在看好城市发展
前景和房地产行业成长空间的
大背景下， 受制于房地产的较长
生产周期， 短期内供应量难以大
幅度增长， 是否会引起本地潜在
购房者包括投资者的集中入市，
并进一步挤出刚需，也值得研究。

李杰认为，提高首付比例并严
格限外，可能会误伤一部分新长沙
人。这些人短期内将止步于购房资

格审查或贷款审批， 这对开发公司
的营销进度、 回款时间及现金流都
或有影响，“开发商应主动适应、理
性对待调控新常态， 要走差异化路
线开发适销对路的产品。”

“本次限购对购房人群设置
了门槛，分散了客流。”鑫远集团
执行总裁兼地产事业部总经理喻
磊认为， 楼市降温短期即可见
效，但长沙楼市的刚性需求和内
生动力客观存在， 房价不会深
调，“对于开发商而言，潜在客户
减少，需求降温，应对市场保持
理性判断，顺势而为，保持正常
销售节奏，确保现金流安全。”

限购分散了客流

律师说法 购房者可按法律要求赔偿

易女士和孟女士的
案例并非孤例，近几日，
记者走访多个楼盘发
现， 随着城市5天3次楼
市调控的发布， 昔日人
声鼎沸的楼市狂欢，被
退房风潮的势头所代
替。

像长沙乾源国际、
鑫苑名家、悦湖山、河西
奥克斯缔壹城、 星沙的
蓝山郡等都曾因无法网
签、首付提高等原因，引
发了一系列退房风波。

3月，胡先生看中了
一套鑫苑名家的三居
室， 交了1万元定金，原
定于3月底签合同，却被
告知因系统升级不能网
签，必须等到4月。现在
突如其来的新政， 让他
陷入了退房风波中，退，
又难以割舍这套房源，
不退，又凑不出8万元的
首付。

那么， 退房现象再
度重现， 究竟会否引发
大批退房潮现象呢？“您
还考虑我们这边的房子
吗？ 因为新政策出台后
有些人凑不齐首付退房
了，所以有几套新房源，
您要愿意可以过来看
看。”3月18日，李小姐接
到了长沙市岳麓区某楼
盘销售人员的电话。

退房风波起
昔日热盘陷入困境

记者观察

3月23日， 记者从长沙市住
建委房产交易管理中心获悉，该
中心发布了《关于落实“长政办函
〔2017〕38号” 文件的相关规定
（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规
定》明确，户籍的认定以公安部门
的户籍证明（含集体户口）为准，

不以身份证号为准； 住房属性以
不动产登记数据和网签备案数据
予以认定； 住房套数是指本人及
家庭成员在限购区域内已办理房
屋所有权证、 不动产证和网签的
住房套数； 已注销的住房和非住
宅，不计入住房套数。

已注销住房不计入套数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