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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常见问题解析

□记者 孙煊哲

核心提示 | 自从大河报3·15维权通道开通以来，记者每天都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投诉。其中，来
自房产的投诉占据大半。“买了五证不全的房子怎么办？”“开发商晚交房怎么办？”“买房时承诺的学区
房，交房后无法上怎么办？”“房屋有质量问题怎么办？”……在众多问题中，开发商无证销售，以及购房
者因购买的是无证房屋所产生的纠纷最多。

在采访中，很多人甚至不懂到底什么是“五证”，“五证”到底有什么作用，买了“五证”不全的房子
会导致什么后果等。对此，记者采访了国银房产律师团队主任律师李续杰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解答。

>>买房查“五证”无证切莫买

1.什么是商品房的五证？
所谓“五证”是指房地产开发

商在预售商品房时应当具备建设
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国有
土地使用证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简称“五证”。

购房者在买房时需重点关注
国有土地使用证和预售许可证这

“两证”。因为如果开发商未取得
国有土地使用证是拿不到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的，未取得上述两个规划许可

证和施工许可证是拿不到预售许
可证的。

开发商取得了预售许可证就
可以证明该项目在规划、工程、土
地使用等方面通过了政府的批准，
就具备了将自己开发的商品房进
入市场进行交易的资格。根据建
设部1995年1月1日颁布施行的
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规定，未
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不得进行
商品房预售。

2.买了五证不全的房子有何
隐患？

烂尾楼是五证不全楼盘的极
端现象，五证不全的楼盘，要么
是开发商实力太差，要么是开发
商管理混乱，要么就是政府监管
不严。即使购房者幸运地收到房
子，后续的麻烦仍会接连不断困
扰你，比如，正式商品房合同无法
签订，网签无法进行，房产证无
法办理，银行不做按揭，户口无
法迁入，转让受到影响，抵押不
能登记，消费者买到的可能是一
个只能自己居住的，非法律意义
上的房子。

>>延伸：买房中常见的问题

1.遇到一房两卖怎么办？
答：一房二卖，顾名思义，是指

出卖人将同一套房子先后卖给了
两个人。司法实践中一房两卖具体
情况各不相同，有开发商一房两卖
的，也有二手房卖家一房两卖，各种
情况不尽相同。如果遇到一房两卖
的情况首先要收集并保存好相关的
证据，然后就一房两卖的事情和对
方进行协商，要求其按照有关规定
进行赔偿，如果买的是商品房，还可
以向管理部门进行投诉，要求对其
进行处罚，如果卖家不予赔偿，或者
赔偿金额不符合法律规定，则可以
通过启动诉讼程序解决问题。

2.定金不退怎么办？
答：首先要明确你交的是不是

“定金”，“定金”和“订金”不一
样。现实中，更多的是开发商收的
所谓“诚意金”“意向金”等。

如果卖家收的确实是“定金”，
或者有定金性质，则要看退定金的
理由，如果你有一个充足的、合法的
理由，那么退定问题就不大，如果你
的理由不充分，则要和卖家进行协
商，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司法
实践中，退定的理由是五花八门，是
不是合法，是不是充足，则要具体情
况具体分析。在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的情况下，如果协商不成，则可以向
有管辖权的法律机构提起民事诉
讼，通常这样的案件标的较小，走诉
讼程序也会比较快速地解决。

3.逾期交房怎么办？

答：关于逾期交房的问题，首
先我们要分清责任，是卖方原因，
还是买方原因，或者是其他原因，
如果是卖方原因，那就要看合同中
的违约责任如何约定，如果有约
定，按照合同约定可以和卖方就违
约金问题进行协商，要求卖方承担
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如果没有约
定，可以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卖家赔
偿损失。如果卖家拒不承担，则可
以通过诉讼来解决问题。

4.面积缩水怎么办？
答：处理此类问题首先要看合

同当中是否对面积问题做出约定，
如果合同中有专门的约定，则按合
同约定执行，如果合同中没有专门
约定，对于面积误差比绝对值在3%
以内（含3%），可以按照合同约定的
价格据实结算；如果面积误差比绝
对值超出3%，买受人有权请求解除
合同、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

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同，房
屋实际面积大于合同约定面积的，
面积误差比在3%以内（含3%）部
分的房价款由买受人按照约定的
价格补足，面积误差比超出3%部
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承担，所有权
归买受人；房屋实际面积小于合同
约定面积的，面积误差比在3%以
内（含3%）部分的房价款及利息由
出卖人返还买受人，面积误差比超
过3%部分的房价款由出卖人双倍
返还买受人。

5.房屋质量有问题怎么办？

答：如果在尚未收房、验房环
节发现一些不太严重的问题时，比
如非主体结构质量存在问题，可以
要求开发商修理后收房，如果问题
严重，则可以拒绝收房，要求解除
合同并赔偿损失。如果已经收房，
也是按照这个方式处理。

如果已经超过保修期，业主收
房后，在保修期满后，房屋共用部
位、共用设施设备出现的质量问
题，可以申请维修资金进行维修。

6.如何鉴定是不是学区房？
答：不少楼盘虽然与学校的地

理位置相邻，但孩子的学籍能否划
入该片并不确定。有些楼盘与学
校仅一墙之隔，也不能划入该学校
就读。学区房也需要有“资格认
证”，而且学区房不等于划片房。

幼儿园社区可以自行配建，但
小学、中学的划片还需要教育局的
整体规划。市民买房时还是要多去
了解房屋所在的区域范围，购房合
同中也会对房屋坐落的地址进行详
细说明，市民可以将其与教育局划
片范围进行对比，这样就可以清楚
明白地了解该楼盘的划片学校。

7.期房交房开发商要求涨价
怎么办？

答：作为开发商应履行合同义
务，不可擅自变更合同约定内容。
作为购房者，在面对开发商违约的
情况下，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要求开发商履行合同义务，并
承担违约责任。

这些“坑”你遇到几个？

交房近3年
办不了房产证
□记者 孙煊哲

核心提示 | 自从大河报开启维权通道以来，每
天都有不少业主打来电话倾诉自己的买房遭遇。“交
房近3年办不了房产证，交电费必须通过物业”“买房
3年多，至今没办法签合同，开发商要求涨价”“交房1
年多了，小区还是临水临电，到底谁该负责”……针对
读者遇到的难题，我们特别邀请了房产专家、国银房
产律师团队主任律师李续杰为大家解读。

交房近3年办不了房产证

我于2015年9月份在
管城区紫辰路锦棠购买了
一套91平方米的房子。当
时开发商承诺一年后办理
房产证，双气。

结果 2015 年 12月底
交房的时候，临时水电，无
双气。如今已经入住两年
了，暖气还是不通，房产证
也没有影。开发商自持的
物业为了不让业主不拖欠
物业费，把缴纳电费的权限
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如
果业主不缴纳物业费，只能

买100块钱的电，不允许多
买。

专家解读：
1.关于房产证的问题，

建议和开发商沟通一下，督
促开发商尽快办理，如果协
商不成，可以向法院起诉，
要求办理，并追究开发商违
约责任。

2.关于物业的问题，建
议发起成立业主委员会，由
业主委员会和小区物业沟
通协商，协商不成，可以要
求更换物业。

买房3年多开发商不签合同还要涨价

我于 2015 年 12 月份
在新郑市买了一套凯旋城
101 ㎡ 的 房 子 ，单 价 约
5020元/㎡，缴了5.5 万元
的预约金。当时开发商
称，五证齐全，口头承诺
2017年年底交房。之后的
几个月里，我不断给开发
商打电话说要付首付、签
合同，但是对方以各种理
由拖延。2017 年 6 月 22
日，我和 300 多位业主一
起维权，后来开发商在售
楼部门口张贴通告称，项
目五证不全，暂停销售，直
到现在没有说法。另外，
中间开发商给购房者发过

短信，称要求退款的可以
退，要房的话如果原预约
单价在5800元/㎡以下的
要补缴到 5800 元/㎡，并
重新签订购房协议。

专家解读：
1.如果开发商有支付

能力，可以考虑解除协议，
退还预约金；

2.如果开发商没有支
付能力，建议进入重整，引
进新的投资人；

3.关于调价问题，首先
要看协议是否合法有效，如
果协议合法有效，就应该按
照协议履行，提价的要求购
房人可以拒绝。

投诉人 刘梅139××××2743

投诉人 李先生 136××××5312

交房1年多依然临水临电
投诉人 尹先生 185××××4113

本人于2014年3月在
航海路一楼盘购买了一套
89 平米左右的房子，于
2016年12月29日交房，至
今已一年有余，但是小区所
用仍是临时水电，不仅经常

断电，而且缴费十分不便。
专家解读：
建议通过业主委员会

和相关部门沟通。

光台曝曝

大河报广告中心服务点：
1.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20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2.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3.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4.郑州市花园路与纬一路交叉口向西100米路北 65970450 65970445

广告

招聘·招租
河南畅兴物流，现需招聘：
1、装卸工20名：年龄40岁-50
岁、身体健康，工资面议。
2、司机 10名：年龄 25岁-45
岁、两年以上驾龄，本人持有C
证以上驾照，工资面议。
3、文员2名：年龄20岁-30岁、
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工资面议。
4、财务工作人员 1 名，年龄
20-30岁，中专以上文化程度，
工资面议。

另外园区现有库房3000平
方对外出租。交通方便，地
理环境良好，价格优惠，欢
迎各界商户前来招租。

联系人：张经理
电话：180376966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