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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 2014年10月25日
责编李想 美编李哲 邮箱 dhblyxw@163.com城事 A 04II

1.具有洛阳市市区居民户口，且已满一年；
2.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市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2068元）；
3.无房户或购买过房改房（含集资房），但家庭人均建筑面积低于20平方米的家庭或个人；有商

品房（含二手房）但家庭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的家庭；
4.单身人员应当符合前款规定条件外，申请购买经济适用房时，年龄需满23周岁；
5.洛阳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记者 胡公岗
通讯员 雷志帆 赵毅

本报讯 为借款，洛宁县
男子代某某不仅将自己的一
处住房抵押给多人，而且此
后不久还将这套住房卖给另
一人。在前后累计借款上百
万元后，代某某无力偿还逃
到甘肃省天水市。日前，该
男子因涉嫌诈骗罪被洛宁县
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代某某在2007年做塑
钢门窗生意期间，曾多次向
他人借钱。2013年 4月 22
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
代某某以住房做抵押先后从
吉某某、梅某某、赵某某处借
钱共计55万元。2014年 5
月5日代某某又将其住房以

43万元的价格卖给粟某某，
用以折抵其欠款。据了解，
代某某还多次以开矿、还购
车款、搞工程等名义从12人
处累计借走钱款55万元，所
有借款均未归还，多数用于
还旧债。

2014年5月，代某某一
房多押并出售给他人被粟某
某和梅某某发现。同月20
日，二人到洛宁县公安局报
案。6月3日，洛宁县公安局
立案侦查。代某某因无法偿
还，到天水市躲债。16天后，
代某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网上
追逃。9月10日，代某某被
甘肃省当地警方抓获，后被
洛宁县公安局带回并刑拘。
日前，代某某因涉嫌诈骗罪
被洛宁县检察院批准逮捕。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李少峰

本报讯“多亏了交警及
时把我的家人送到医院，及
时接受了治疗。”10月24日，
在伊川县人民医院，王女士
拉着交警的手不停地感谢。
她的家人当天早上发生车
祸，由于离县城较远，为了不
耽误救治时间，伊川县交警
大队事故中队民警开着警车
将伤者送往医院。

“24日早上7时许，事故
值班民警接到报警称，在鸣
皋镇坡根村口路段发生交通
事故。”该民警说，我们立即
赶到事故现场，一名男子躺
在路边，一辆机动三轮车停

在路边，一辆摩托车横在马
路中间。该民警介绍，受伤
男子40岁左右，身体多处受
伤流血。“由于鸣皋距离县城
较远，等120急救车来会耽
误很多时间。”现场民警说，

“我们留了两名交警处理事
故现场，一人开车一人在后
排照顾伤者，将他送往医
院。日常用时近40分钟的
车程，这次用了不到 20 分
钟，赶到医院后，医生及时对
伤者进行了救治。”伤者的家
属随后也赶到医院，“太感谢
你们了，等他好了，我们全家
一起去交警队表示感谢。”伤
者家属王女士说。

目前，该事故原因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记者 吴俊池
通讯员 崔跃国

本报讯 昨日凌晨5时
20分，新安县公安局五头派
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人
在养马水库附近拉电网打野
兔。警方随后赶往现场，将
涉事的 3 名男子带回派出
所。

据办案民警介绍，在养
马水库西300米左右发现1
辆皮卡和1辆轿车，“有3名
男子正在车上呼呼大睡，皮
卡的车轮边摆放着2只已经
死了的兔子”。

民警介绍，轿车处于发
动状态，引擎盖呈开启状态，
2 根电线接在轿车的电瓶
上。民警将车上的3名男子

控制住，并命令他们将车熄
火，收回拉开的电网，“当时
光收电网就收了50分钟，大
概有600米左右。”民警随
即将3名男子带回派出所接
受调查。

经讯问，3名男子均姓
张，新安县五头镇人，三人对
布置电网打猎的事实供认不
讳。警方以涉嫌危害公共安
全，对其中2人拘留10日，另
1人因是首犯拘留5日，3人
均被处以500元罚款，目前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民警提醒，私扯电网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三十七条，如果
不知情者触碰电网，造成人
员伤亡的，要追究涉事人员
的刑事责任或民事责任。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杨琳

核心提示 | 以为交了15万元预付款就能选到心仪的经济适用房，市民孙女士差点掉进了开
发商的“甜蜜陷阱”，昨日，孙女士拨打本报热线（18837996211）讲述了自己的“惊险”遭遇。大
河报记者从洛阳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以下简称“房管局”）了解到，近期房管局接到多起类
似投诉。该局相关负责人提醒，在认购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两个“陷阱”让市民最易中招。

上个月，孙女士和老公到“华
德盛景”的接待中心看房，想挑选
一套心仪的经济适用房。

看房时，接待中心工作人员
承诺，只要交了15万元预付款，

“华德盛景”的经济适用房就能随
便选，孙女士曾听说过经适房需
要摇号，可开发商“交钱就能选

房”的承诺让她动了心，但出于安
全考虑，孙女士拨打了本报热线
电话进行求助，随后，大河报记者
与孙女士一起来到洛阳市房管局
咨询。经过房管局的工作人员介
绍才知道，如果当初孙女士交了
15万元预付款，将来政府公开认
证时，她没能摇到号的话，交的这

15万元既不能帮她选到合适的
房子，还有可能要不回来。

记者从洛阳市房管局了解
到，目前和孙女士遭遇相同的投
诉共有4起。据了解，“华德盛
景”经济适用房建设项目尚未取
得相关手续，没资格面向社会进
行公开报名，更不能收取预付款。

案例 虽然交了预付款，但摇不到号的话，可能“房财两空”

“有些市民不知道交了钱，一
旦摇不到号，钱拿不回来，我们也
无能为力。”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开发商的承诺，市民千万
不要轻信，而且一定要认准洛阳
市唯一受理经济适用房的认证窗
口——涧西区周山路12号一楼
西厅经适房窗口。也就是说，不
管哪一个开发商或者售楼部，都

是无权进行经济适用房受理的。
特别提醒市民注意，目前，城

市区在建及新建的经济适用房，
2015年起，开发建设单位在项目
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
有土地使用证》、《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证》、《预售许可证》、《价格批复》
后，才能面向社会公开报名、抽号

选房。选房后，开发建设单位按
发改委核定的价格收取购房户房
款，签订房屋预售合同。“其中报
名、抽号等受理的唯一地点也是
上述的经适房窗口。”该负责人
说，在项目不具备认购条件时，不
允许开发企业私下收取购房款，
若市民私下缴纳房款，最后造成
损失，只能由个人承担。

提醒 市民应认准受理经适房的唯一窗口

没买到经适房的差点受骗，
已经摇到号还交了一半房款的刘
先生也遇到了开发商的“陷阱”。

去年，刘先生幸运摇到了号，
选中了“万鸿园”的一套经济适用
房，由于当时尚未正式核定价格，
按照市政府规定，刘先生按预售
临时价格交了50%的房款。可本

月初，刘先生却接到催款电话，要
求他将剩下的房款交齐，房款价
格仍然是当初的临时价格。刘先
生感到很疑惑，又害怕耽误签合
同，便来到房管局咨询，结果得
知，现在正式价格还未核定出来，
目前不需要交全款。

据该负责人介绍，近期，关于

2014年之前经济适用房项目的
投诉主要集中于此。“摇了号，也
按规定交了50%房款，而开发商
却要求交付剩余房款，一定不要
轻信。”他说，等到核定价格出来
后，根据房地产企业与银行签订
的账户监管协议，在房管局备案
后再交付房款才能有保障。

案例 核定价格还没出，开发商就催交全款

记者了解到，2014年以前办
理预售的经济适用房，尚未正式
核定价格之前，按照市政府确定
的预售临时价格，多层1800元/
平方米、小高层2300元/平方米、
高层2600元/平方米，办理预售
许可证并向购房户收取不超过此
价格50%的房款。

那什么时候交全款呢？在洛

阳市发改委、市房管局下发经成
本审核后的正式销售价格批复文
件后，开发企业才能根据正式价
格，以多退少补的原则收缴房款，
并签订房屋销售合同，办理相关
手续。该负责人还提醒，不管是
新建经适房项目还是2014年前
已经办理预售的经适房项目，市
民交房款时，一定要核实开发商

账号是否进行了备案监管，届时，
房管局官方网站上会公布进行备
案的监管账号，市民只需确认交
款单的账号和公布账号一致就可
以了。同时，如果市民购买的经
适房开发商尚未与热力公司和燃
气公司签订供热、供气合同，却被
要求缴纳暖气、燃气等项目配套
设施相关费用，市民有权拒缴。

提醒 交钱时认准公布的监管账号

开发建设单位五证齐全，并取得《价格批复》→ 申请认
购 → 核准发布 → 认购公告 → 申购人在认购期限内携本
人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及相关资料原件及复印件至经适房窗口登
记报名、审核 → 抽号 → 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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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适房

经适房认购报名流程

哪些人可以认购经适房

购房“陷阱”仔细瞅 签约交钱要小心
认购经适房时应到洛阳唯一受理窗口，交钱时要认准公布的监管账号

为伤者争取救援时间
警车当了回“救护车”

房子抵押三次后再次出售
男子涉嫌诈骗罪被批捕

仨人拉网电野兔
兔子死了，他们栽了

陷阱 1

陷阱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