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0北辰营销中心已
排到260号，5:40现场已超过
600余人。”7月11日凌晨，长
沙街头，买房故事并不平静。
这是“黄牛”万先生第三次参
与北辰三角洲的“千人认筹”
了，“300元一个号，需提前一
天预约！”

抢房的场面越热闹，万
先生的生意越“红火”。9日，
北辰三角洲、 天健城取得预
售证于近日认筹， 于是出现
了这样的场景：凌晨排队、中
暑晕倒、现场打架，办理业务
的市民连绵不绝排出1公里，
“排长队买房”的一幕再次在
长沙上演。

【现场】
暴晒4小时
售楼部却关门不让认筹

“10日中午才收到认筹
信息赶来排队， 在太阳底下
暴晒4小时，排到下午5点钟，
售楼部直接关门， 不让认筹
了。部分客户冲进营销中心，
与保安发生了冲突。”市民李
先生从衡阳赶到长沙， 见证
了10日天健城混乱的“抢房
现场”。

据天健城一名保安人员
透露，项目10日上午9点开始
认筹，但消息通知不到位，现
场一片混乱，“每天也就三百
多个号，基本到下午2点已禁
止再排队”，还有市民凌晨来
排队， 拿着凳子坐到了第二
天，排队10小时已成常态。

当下， 抢房似乎成为一
项考验，不仅要运气好，还要
身体好。11日中午12点14分
记者在北辰三角洲营销中心
看到， 队伍中一名女士突然
中暑晕倒。“上午8点就到售
楼部排队了，一上午没喝水，
体力不支中暑晕倒了。”被扶
出队伍时， 这名女士还不忘
跟安保人员叮嘱：“我排在前

面的，快排到了。”
据悉， 本次天健城和北

辰三角洲分别推出房源783
套、936套。 截至11日中午12
点，北辰三角洲已认筹700余
人。以三天认筹时间推算，此
次认筹人数将达到4000余
人。而天健城方面则表示，具
体认筹数将在后天公布。

【观察】
“对策”层出不穷：
突然放盘、选择性通知

疯狂抢房反映了刚需购
房者一种焦灼的心态。

“排队买房最根本的原
因在于价格，一、二手房房价
倒挂。” 一位房企负责人指
出，实行“新房限价”的背景
下，一、二手房房价倒挂是非
常普遍的现象， 两者差价从
几千元不等甚至上万，“相当
于政策帮你打了折扣。”

为给长沙楼市降温，6月
27日，长沙市住建委出台《关
于执行长政办函 [2018]75号
文件细则》，规定参加楼盘摇
号的人数不超过可售房源的
1.5倍。如申购人数超过1.5倍
的， 优先满足户籍或工作单
位地点在限购区域内的刚需
群体。

不过，总是上有政策，下
有对策。突然放盘、选择性通
知等“对策”层出不穷，由此
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

“比如天健城，明明我进
行了登记， 认筹竟然没通知
我！ 而且营销中心下午两点
半上班， 四点左右就不进人
了， 是否存在内部操作？”对
于此次开盘， 市民张先生很
是气愤。

对此， 一名房企负责人
表示，开盘信息的不对称，让
部分真正刚需者和“房票”失
之交臂。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邓佳欣 曾理
本报7月11日讯“抽奖券和

现场背景板上印的都是豪车，怎
么一到手就变成4万元左右的车
呢。”长沙市民肖朗坤本以为自己
抽中的是辆宝马或奔驰之类的高
档轿车，兑奖时却是一辆价值4万
元的“宝骏”。

今天， 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内， 肖朗坤状告长沙市喜盈
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希望法院
判其交付价值58万元奔驰豪车一
辆的使用权。

以为抽中豪车
没有宝马只有宝骏

2017年4月， 肖朗坤到喜盈
门·范城购物中心购买家具并参
与抽奖，居然中了终极大奖。

“他们在电话里说我中的是

宝骏家用车，享有使用权。听到这
里，我心都是拔凉的。”肖朗坤拿
出自己准备的举证材料，“现场背
景板上印着3辆红色奔驰，抽奖券
上的豪车图形是辆白色的宾利，
而且宣传彩页上的豪车是辆宝
马，虽然印制的图片上没有车标，
但都能找到适配的豪车。”

肖朗坤多次找到喜盈门·范
城购物中心协商， 要求兑换一辆
奔驰或宝马， 均被拒绝。“他们说
这事有两个解决办法， 一是提供
一辆宝马一年的使用权， 一是奖
励8万元现金。我无法接受他们的
做法， 这让我觉得知情权受到了
损害。”

2017年6月30日， 肖朗坤向
雨花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书，请
求法院判令商家向自己交付一辆
58万元豪车的使用权。

告错了活动主体

时隔一年， 该案于2018年7月
11日正式开庭。 令人意外的是，庭
审才到被告方答辩环节， 就无法继
续审理。

“本次抽奖活动的组织者是长
沙喜盈门建材有限公司， 而非被告
长沙喜盈门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原
告的起诉对象是错误的。”被告方代
理律师告诉记者， 喜盈门建材在举
办抽奖活动前， 就曾两次在媒体上
刊登广告， 活动的终极大奖就是宝
骏， 活动方也从未承诺过要给中奖
者奔驰或宝马。

由于该案还需要追加长沙喜盈
门建材有限公司为被告， 并补充相
关证据，法院只能择日再审。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彭保胜
通讯员 肖慧云

7月11日，记者在北辰三角洲营销中心看到，近300余人顶着36℃的高温排队。 记者 卜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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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1日讯“小区业主
买水买电都成了难事。” 今日上
午，本报接到市民求助，称长沙市
岳麓区星蓝湾小区内一大早不少
业主堵在物业公司大门前维权，
声称“赶走物业公司”，导致小区
业主难以购买水电， 引发多方争
吵，场面一片混乱。记者就此展开
了走访调查。

业委会
物业不作为，需“扫地出门”

早上10点多， 记者赶到星蓝
湾小区， 看到业委会控诉物业的
字牌摆满了一整条走廊。 不少业
主“爆料”：小区业委会要炒物业

鱿鱼，物业却迟迟不肯退场。
“小区内现在可以说是乱象

丛生， 最突出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监控缺失、瓷砖脱落、电梯故障。”
星蓝湾小区业委会发言人吴先生
控诉道。

业主凌女士告诉记者， 之前
小区还出现过业主被窃4.5万元
财物， 非本小区人员进入小区业
主家中砍伤人的事情， 但小区保
安处均未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
而且又因为监控缺失取证困难，
小区业主生命财产安全受损。

吴先生拿出业委会与物业所
签合同，“今年1月，在没有与业主续
约的情况下，长沙鸿发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与星蓝湾小区业主的合同
已到期”。吴先生表示，在5月21日
的小区业主大会上，进行业主自管
表决， 以73.86%的赞成率通过，物
业公司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

物业
自管方案并未表决通过

对于物业公司迟迟不肯移交的
问题， 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徐经理
说，“物业合同到期但业委会并未就
是否续约问题与物业协商， 小区所
属银桥社区和岳麓区住建局参与调
解多次不成， 业委会拿不出经业主
大会表决的自管方案， 物业不能通
过公开的方式完成移交手续。”徐经
理坦言， 还有部分业主未缴纳物业
管理费也是未撤离的原因之一。

记者从星蓝湾小区所属银翘社
区了解到， 社区已协同住建局多次
调解， 业主大会通过以自管方式进
行管理后， 没有再次召开业主大会
通过自管方案， 只要业委会能够拿
出已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的自管方
案，社区将支持自管自治。
■记者张洋银实习生刘晓青冷芳

凌晨排队、中暑晕倒…… 帮排队300元一个号

长沙北辰、天健城又现千人排队认筹

7月11日， 长沙市住建委曝光了218家企业的失信行
为。珠江悦界商业中心、赢运房屋、新环境新城新世界门
店、中环地产桂花城等多家企业涉嫌“违反市反炒房攻坚
战措施”“交易流程、合同范本不规范”“无备案证”等不合
格原因被曝光，将被记入信用“黑名单”。

其中，珠江悦界商业中心因房地产开发企业向买受人
收取认筹金，违反市反炒房攻坚战九条措施被查处；赢运
房屋信息咨询服务部（新环境万家丽广场店）因公示不全、
未公示交易合同范本、未办理分支机构备案证等原因被曝
光；新环境新城新世界门店（加盟）因未达到一名房地产经
纪人或者两名房地产经纪人协理条件， 无分支机构备案
证，为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经纪服务上黑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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