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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限购升级后， 让不
少人失去了购房资格。 特别
是对于非长沙市户籍的家庭
而言， 需要在长沙市连续缴
纳12个月以上个人所得税或
社会保险证明才能购房。

“新政出来得让人猝不
及防， 现在有钱也买不了
房！”在长沙工作了三年的周
小姐， 去年看中了一套悦湖
山的89㎡三居室， 楼盘均价
为6200元/㎡。因为当时资金
不足， 只能将购房时间一拖
再拖，谁知，等来的却是长沙
新政，“对外地购房者而言，
需连续缴纳1年的个人保险，
这对私企员工而言实在困

难。”
“新政对刚需购房者的

影响较小， 只需社保或个税
达到一定年限， 资格不够还
可转向二手房市场， 或选择
浏阳、宁乡和长沙县经开区、
星沙城区以外等不受新政影
响的房源。”长沙新环境房地
产经纪连锁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明宾表示， 新政对首次置
业者而言，主要是限制户口，
因此购房者在置业时需根据
户籍所在地的情况， 不要断
缴社保或个税， 同时要根据
自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
不要让预算大幅超支， 从而
影响生活。

限购加码后如何在长沙买房？
业内人士：星城仍处“房价洼地”，衡量首付后量力而行，能买则买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
部、 银监会北京监管局等部
门24日联合下发通知， 加强
北京地区住房信贷业务风险
管理，其中对于离婚1年以内
的房贷申请人， 商贷和公积
金贷款均按二套房信贷政策
执行。

通知提出， 据有关方面
反映，近期，购房家庭通过离
婚手段享受首套住房贷款政
策的情形有所增加， 这既影
响了调控政策效果， 也容易
产生财产纠纷、 还款能力下
降等问题， 增加商业银行住
房信贷风险。因此，对于离婚
1年以内的房贷申请人，各商
业银行应参照二套房信贷政
策执行；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 按二套住房公积金贷
款政策执行。

通知要求严格审核个人
住房贷款首付款资金来源，
严禁各类“加杠杆”金融产品
用于购房首付款。 商业银行
对使用“首付贷”等金融产品

加杠杆的客户， 应拒绝发放贷
款。同时，各商业银行应加强消
费贷及其他无抵押信用贷款的
管理，严禁以消费贷、个人经营
性贷款等名义贷出资金用于支
付购房首付。

通知要求， 各商业银行要
严格落实月供收入比（不超过
50%）等政策要求，强化审核购
房人收入证明材料。对于购房人
提供虚假收入证明或不符合月
供收入比要求的， 不得放贷。对
于已成年、未就业、没有固定收
入且还款资金来源于其他共同
还款人的借款人，商业银行应进
一步严格住房贷款条件，原则上
可参照二套房信贷政策执行。

通知对房地产中介机构与
商业银行业务合作进行规范，
要求各房地产中介机构不得提
供或与其他机构合作提供首付
贷、 尾款贷等违法违规金融产
品和服务。 对于经有关部门查
实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中介机
构， 各商业银行应立即中止与
其业务合作。 ■据新华社

阳春三月，春寒料峭，接连而至的楼市重磅政策出台，令一些购
房置业者有些猝不及防。“3·18”新政落地后，长沙开启限购限贷模
式。如果说，限购前，购房者面临的主要难题是日益上涨的价格；在
限购稳定房价后，大家面临的主要难题就是怎样买到房。

那么在密集调控政策下，对普通购房者而言，如何正确购房?
专家建议，购房前应认清首套、二套的区别及首付问题，作为投资
者，更要量力而行，不要“瞎折腾”。

■记者 卜岚

其实，这次政策的限购、
限贷都剑指外地投资客，不
少业内人士指出， 从差别化
的住房信贷政策， 到公积金
首付比例的提升， 无一不是
以筛选的方式， 将投资客拒
之门外。

湖南省房地产协会首席
经济学家王义高表示， 本次
“部分限购”的政策，对刚需
型和改善型的购房者而言，
没有太大的限制， 主要限制
的是投资型的购房者， 一方
面控制了市内六区房价的疯

涨， 另一方面对长沙周边区
域的楼市起了带动作用。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
子里。”有专家指出，本次调
控或是对社会资金的引导和
调配，通过提高购房门槛，让
刚需购房者的需求得以满
足， 同时也加速了一些房企
品牌向非城区或周边城市的
布局， 加速了城市发展，“建
议投资者相对冷静思考，不
要执迷于单行业过热投机，
让资金资本多行业介入，以
实现更好的资金配置。”

去年11月， 孟女士就看
中了万科金域蓝湾一套99㎡
的精装房， 房款共计109万
元， 但当时该户型房源已经
售罄，销售告诉她需要等到3
月中旬才能加推新的房源，
“自从有了孩子之后，就想买
套三居室， 但一直在等心仪
的房源。 现在长沙出台限购
令，二套房首付改变，这也意
味着我们的首付又多了20多
万。”

“我们之前在河西购置
了一套80㎡的两居室， 贷款
还未还清， 再购置一套大点
的房子， 首付直接从20%飙
升到了45%。”孟女士很是苦
恼，本想今年住进新房，新政
一出， 让她的购房计划只能
再次拖延。

中原（湖南）房地产代理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治钢
认为， 此次限购对购买第三
套改善型住房的影响最大，
对二套房或已还清贷款的三
套房的购房者， 首付仅提高
了几成， 而对没有还清贷款
的三套房购房者而言， 则需
一次付清， 资金压力相对较
大。

“购房者一定要认清二
套房的购房标准及首付比
例，做好资金计划再入手。或
者卖掉面积小的房源， 换取
大户型或环境更好的房子，
因为卖掉第一套房子买第二
套仍然算首套。” 胡治钢建
议，长沙仍算房价的洼地，未
来发展潜力巨大， 购房者现
在能买则买。

刚需型
量力而行，买房前了解社保年限

改善型
明确首付情况，可弃“小”择“大”

投资型
注意投资配比，鸡蛋不要放一个篮子

连线·房价调控

央行严控北京房贷：
离婚一年内贷款按二套房执行

24日晚间， 厦门市国土
资源与房产管理局、 厦门市
公安局等6部门联合发布通
知， 明确提出对厦门房地产
市场进行调控的七条准则。

《通知》指出，在严格执
行2016年10月5日住房限购
政策基础上， 凡厦门本市户
籍成年单身（含离异）人士在
厦门本地限购1套住房（含新
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通
过赠与方式转让住房后，再
次购买住房需满3年；新购买

住房的，需取得产权证后满2年
方可上市交易。

在购房贷款方面，《通知》要
求各商业银行严格贷款审查审
批。 通过不动产交易信息共享，
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二手住房
交易价格为基数发放贷款，防止
虚增房价套取银行贷款。各银行
需严格审查首付款资金来源的
真实性，坚决杜绝“首付贷”，严
格评估借款人还款能力，防范通
过虚假收入证明、 虚假流水、虚
假交易骗取贷款。 ■据新华社

厦门：新房购得后满2年方可交易

对于各地的房地产限购政策，一
些人为了房子可谓绞尽脑汁。比如，在
北京，外地户籍“刚需族”找到了“假结
婚”的方法，并且形成了一个市场。

除了“假结婚”，还有哪些违法
突破政策取得购房资质的手段？记
者对此进行了进一步采访。

“补缴5年社保或者补缴纳税，
或者办理工作居住证， 这三种方式
也是取得在北京购房资质的惯用方
法。”北京房产律师王树德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上述三种方式涉及到
违法的问题。”

“北京目前是不认可通过补缴
来获得购房资质的， 但市场上的确
有人有‘能力’或者有‘资源’，能够
通过补缴得到购房资质。” 王树德
说，“比如，违法补缴5年纳税、违法
办理工作居住证(等同北京户籍)等，
其中补缴5年纳税的‘黑市’价在15
万元左右， 办理工作居住证的‘黑
市’价在12万元左右”。

不可否认，“炒房客” 的存在是
房价的主要推动力，很多“炒房客”
用金融杠杆炒房，多次贷款，频繁换
手。“北京‘3·17’新政直指‘炒房客’
软肋，二套房标准如果执行到位，可
以打压很大一部分的‘炒房客’。但
是，针对此政策，已经有人开始做起
了‘消除贷款记录’的生意。”王树德
对记者说，北京“3·17”限贷新政能
否起到作用， 还要看对此类行为的
打压和处罚力度。

“购房市场的资金审核依然是
比较困难的。比如，虽然最近不允许
首付贷， 但银行可能会根据以前的
贷款记录打电话给购房者， 可以提
供装修贷，表面上看与购房没关系，
但往往此类资金贷出来以后是否装
修就难以监管了。 类似消费贷等方
式也有类似的问题。”易居研究院智
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对记者说，
这些方式可以规避诸如“认房又认
贷”的北京购房新政。 ■据法制日报

连线·揭秘

多地出台楼市限购政策
揭露违法获取购房资质手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