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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
“法拍房”有啥风险？
□记者 孙煊哲 实习生 李丛丛

核心提示 | “购买法院拍卖的房子有什么风险？限购吗？
”
“没有网签成功，因为限购没有资格买
房，开发商不退款怎么办?”
“一套 100 万的房子，利率上浮 30%和房价上涨 10%，哪个影响比较大？
”
“郑州已交够 2 年社保，卖掉省内其他地市的贷款房，在郑州买房算首套不？首付多少?……自大河楼
市的《楼市百问》栏目开通以来，每天都会收到不少读者发来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帮助读者，记者咨询
了郑州市房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管理中心以及银行的相关工作人员，对所选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1.法院拍卖的房子限购吗?
答：目前，法院拍卖的房子不需
要参拍人具备购房资格。但很少有
银行给予按揭贷款。
2.购买司法拍卖的房子，这其
中有什么风险?
答：第一，法拍房很少能贷款，
大多需要一次性付清。要考虑自身
经济能否承担。
第二，要看拍卖的房产属性，包
括年限、土地出让性质、是否拿到房
产证。
第三，注意拍卖房产的产权共
有情况，是否有第一债权人之外的
其他债权人。
第四，需要查看拍卖房产是否
有抵押，是否有债务偿还风险，因为
法拍房后续所有费用均由购房者承
担。因此，拍卖前要处理好包括物
业费、取暖费、水电费等费用的拖欠
情况。
第五，从市场角度来看，由于
“法拍房”数量有限、选择面窄，若急
于购房，可能会遇到位置、户型、周
围环境、配套设施不尽人意的问题，
影响居住品质及房屋再次上市交
易。因此，需要对房屋进行实地考
察，
理性购房。

分类
广告

3. 现在房产抵押注销业务怎
么预约?
答：郑东新区 CBD 联合办公大
厅(商务外环路市房管局办事大厅)
房屋类抵押业务，已切换至
“郑州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微信预约平台进
行预约。在通过新方式预约成功
后，也请及时到联合办公大厅二楼
服务台取号，
等待窗口叫号办理。
4.没有网签成功，因为限购没
有 资 格 买 房 ，开 发 商 不 退 款 怎 么
办?
答：作为购房人，郑州的限购政
策是清晰明了的。开发商、购房人
都不应该去违背政策投机取巧，否
则，只能自己承担责任。建议与开
发商协商，如果协调不了，只能走诉
讼程序。
5.一套 100 万的房子，利率上
浮 30%和房价上涨 10%，哪个影响
比较大?
答：现在基准利率是 4.9%，上
浮 30%就是 6.37%。假设一套 100
万的房子，首付 30%，需要贷款 70
万，等额本息贷款 30 年。那么，总
支付利息是 87 万。
而如果房价上涨 10%，总价也
仅仅为 110 万元，同样等额本息贷

生活服务

●招商●医药招商●家政服务●让商铺门面●家电维修●电脑维修●寻物 ●寻 人
●公告●商务礼仪●信息窗口●让饭店酒吧●承建网站●航空售票●转让

家政服务
●培训后保姆保洁 65930584

信息窗口
●消防整改验收咨询53639119

招商
●新郑龙湖 200 人规模幼儿园
寻求合作，18838182890

转让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7
●经三路砂锅店 18137198679
●郑州成人游泳馆转60999160
●东区天泽街一二层饭店转繁
华商圈 500 平米 15188313532

家电维修
●专移修收空调 13939065554

软件网站
●网络覆盖式营销 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转营业中餐厅 17724978777

公告
●寻亲公告：
无名女
约 60 岁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在西四环陇
海路附近流浪由须
水公安分局送至我站有知情
者自登报 15 日内与郑州市救
助管理站联系 037168953509
●寻亲公告：
无名男
约 20 岁聋哑人 2017
年 8 月 29 日该人在
桐柏路颖河路西 50
米处流浪建设路公安分局护
送来站有知情者自登报 15 日
内与郑州市救助管理站联系
电话 0371-68953510
●寻亲公告：
该男自
称叫王胜利约 65 岁
商丘人 2017 年 9 月
10 日病卧纬一路经
六路交叉口东 20 米路边 9 月
27 日金水路公安分局将人护
送来站有知情者自登报 15 日
内日与郑州市救助管理站联
系 0371-68953510
●寻亲公告：
该男自
称叫杨乐约 50 岁 20
17 年 9 月 25 日在郑
东新区明理路体育
中心地铁站口流浪郑东新区
救助站护送来站有知情者自
登报 15 日内与郑州市救助管
理站联系 0371-68953510

款 30 年，贷款 77 万，以基准利率还
款，
总支付利息是 70 万。
因此，利率上浮 30%对于购房
者来说，
成本更高。
6.我刚买的房，利率上浮 20%，
说可以提前还款。问：如果过几年
政策变了，基准利率下降，能否通过
提前还款再重新贷款以降低利率?
答：如果基准利率下降了，是所
有的都下降，而你上涨的 20%这个
倍数却是基本不会变的，不会恢复
到基准利率。至于提前还完后，能
否再重新贷款申请基准利率，届时
要看各家银行的政策，现在不好判
定。但是从之前的市场看，个别银
行有转按揭业务(就是换一家银
行)，可以享受基准利率甚至是利率
打折优惠，不过现在也停了。
7.郑州已交够 2 年社保，卖掉
省内其他地市的贷款房，在郑州买
房算首套不？首付多少?
答：可以在郑州买房，但是已经
有贷款记录，通常情况下首付比例
为 60%。
8. 现在商业贷款可以转成公
积金贷款吗?
答：目前，商业贷款不能转成公
积金贷款。

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家辉水果超
市营业执照副本丢失，证号 41
0103600554777，声明作废。
●王天宝房屋所有权证号 0601
029482 和宋玲房屋所有权证
号 0601033956 名下的他项权
证 1303085599 遗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二七区路飞玩具店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010300744250 声明作废
●杨吟琴残疾证丢失，证号 41
010319440530132X44 作废
●新乡南铝幕墙材料有限公
司不慎将公司公章、营业执照
正本，号码：
41072120002
51、组织机构代码正本，代
码：
72867429-4 遗失。作废。
●许昌市魏都区超前时尚网吧
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411000200000014 声明作废。
●徐美丽，新乡医学院临床医
学专业，毕业证遗失，证书
编号：104721201305000189，
声明作废。
●魏晓存医师执业证丢失编号
110411600000196 声明作废
●郑州市金水区狼欧服饰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421127
197811132514，发票领购本
丢失，特此声明
●郑州市中原区鑫时代布艺店
税务登记证副本丢失，税号
412725197707062301特此声明
●李福华房屋他项权证不慎丢
失，
证书号 0403002280 ，
特此声明。

分类
广告

雅居乐双盘联动闪耀中原
雅筑中原，臻筑乐居！
全 国 10 强 房 企 雅 居 乐 地
产，历经 25 年足迹遍布全
国 40 余座城市打造 100 余
个项目，2005 年登陆香港
联交所，品牌享誉全国并荣
获“中国驰名商标”。2013
年，雅居乐地产布局中原，
率先进驻郑东白沙区域，首
筑 30 余万城市生活家——
雅居乐国际花园，获得“郑
东新区三冠王”美誉，让中
原见证雅居乐地产的精工
品质。2017 年，雅居乐地

郑州也有纯正英伦 Lounge Bar 啦
提起英国文化不得不
说的就是英国的酒吧文
化。英国人去酒吧，蜷在沙
发里伴着慵懒的音乐喝一
杯 Whisky 聊天、放松是他
们 的 主 要 目 的 。 11 月 11
日 开 业、位 于 郑 东 新 区 的
THIRD³FLOOR 就 是 这
样一个地方。精致的摆件
饰品、颇有年代感的沙发桌
椅，还有衣着举止优雅的服
务生，似乎将这里装扮成小

型英式文化博物馆。私密
性很强的超大包房，不仅有
复古沙发和壁炉，还有专属
酒柜和雪茄柜，尽显高贵。
在这里，你可以展现最轻松
的姿态，无需西装革履礼服
加身，工作之余，约上好友
喝杯酒、聊聊天，疲倦和烦
恼随之消散。地点：郑东新
区九如路与龙湖中环路交
叉口东北角（龙湖壹号总部
中心 3 楼）G

碧桂园全城派送暖心鸡汤
11 月 5 日，伴随着充满
朝气的晨曦，在郑州的大玉
米、中原福塔、二七塔等封
面地标处，惊现一大批鸡汤
使者，他们举着“致敬名士，
温暖中原”的宣传牌，脸上
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用实际
行动致敬中原封面，用一盅
鸡汤的温情来唤醒这座温
暖的城市。此后，在融元广
场、丹尼斯七天地以及家乐

房产资讯

●出租招租 ●写字间楼 ●房产中介 ●出租仓库厂院 ●求购求租 ●房地产

房地产

求购求租

●出售门面房 15038009555

●求租办学场地，独院厂房老

●特价浩金元房 13393732332

分类
广告

产中原再创新峰，择址城市
发展方向郑东绿博与城市
价 值 新 高 地 北 龙 湖（CBD
副中心）区域，分别营造绿
博生态宜居住区代表作
——雅居乐·春森湖畔与北
龙湖奢品叠墅——雅居乐·
御 宾 府 ，双 盘 联 动 闪 耀 中
原。接下来，雅居乐地产将
以根植港澳的精工技艺，比
肩国际的精心服务，布局河
南 18 省辖市，深耕中原热
土，提升城市居住品质，共
谋城市发展。G

校区优先。18838182890

咨询代理

福等地，也出现了一批相同
的鸡汤使者，为路过的市民
送上一盅精心焖制的暖心
鸡汤，沁人心脾、暖人心扉，
在天气渐冷的初冬里更显
温馨和珍贵。据了解，这是
碧桂园国控·天誉项目做的
一次全城鸡汤大派送活动，
旨在为平时忙碌的都市人
们送上一份久违的温暖，唤
一座城市的温情。G

出租仓库厂院
●长葛市区写字楼 3500 平米，
电梯独院停车场 13937412888
●中牟厂房出租 13213190932
●古荥仓库出租 13633835869

出租招租
●纯一楼门面 18637166796

法律与咨询

●工商咨询 ●商标专利 ●行业认证 ●药品器械 ●抵押贷款 ●法律咨询

●生产许可证●环评63910208

●快办公司和资质15517559996

工商咨询

【资质专办】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市政◆通信◆幕墙86099688

●免费注册公司18538203296

电力◆钢构◆防水63830333

●企标QS许可证专办88882363

分类
广告

●商标注册免费037155607110

人才资讯
●招聘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招聘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家教

商标专利
●商标注册500元15515554499

房建◆机电◆消防86099988

●培训招生 ●美容化妆 ●电脑手机 ●财务会计 ●求职 ●家教

●快办各类88883129疑难法律

●聘电工教师13213001267

分类
广告
●广告材料

设计装修

●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装修装饰
●效果图、
施工图13253679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