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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例！

西安暂停企事业单位买住房
长沙跟进，暂停企业买住房，并规定取得不动产证 4 年后方可上市

北京大兴 11·18 重大事故调查报告公布

15人被批捕 21人受处分

西安近日发布楼市新政，限购区域内，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销售住房。业内专
家分析称，此乃全国首例，这一政策或将被多个城市借鉴。果然，湖南长沙 25 日发布楼市新
政，提出暂停企业在限购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

加码限购——
暂停企事业单位购买住
房
6 月 24 日，西安市政府
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规
范商品住房交易秩序有关问
题的通知》。
《通知》中很核心的内容
是，在住房限购区域范围内，
暂停向企事业单位及其他机
构销售住房(含商品住房和二
手住房)。
关于暂停企事业单位
购买住房的原因，西安市房
管局负责人表示，这是为了
“防止以企业名义投机炒
房”。
西安交通大学房地产研
究所所长杨东朗告诉中新网
记者，单位购买住宅不符合
房改政策，在房源紧张和抑
制炒房的情况下，优先保障
居民购买住房符合民生优先
政策。
“西安暂停企事业单位
买住房是全国首例，对于供
需结构紧张的城市来说，这
一政策对缓解市场供需紧张
有明显影响。”中原地产首席
分析师张大伟说，西安的这
一政策有可能被多个城市借
鉴。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
究总监严跃进也指出，西安
成为全国首个明确对公司购
房进行管控的城市，这相当
于限购政策有所升级，预计
很多城市会在公司购房方面

收紧政策，这一点值得市场
关注。

规范摇号——
建立统一购房登记平台
作为最受关注的“摇号
购房”城市之一，为规范公证
摇号行为，西安在新政中要
求，严禁各级行政机关、事业
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
便，干扰公证摇号售房销售
活动，违反的，将予以严肃查
处。
根据新政要求，由房管
部门建立统一购房登记平
台，杜绝房地产开发企业设
置全款优先等限制性条件拒
绝群众意向登记。
《通知》还明确，摇号售
房公证机构由公证主管部门
指定，摇号软件和摇号工具
由公证机构采购，公证机构
对摇号、选房实施全过程监
督。
为防止炒房倒号，
《通
知》要求购房家庭一次只能
参与一个商品住房项目的意
向登记；意向登记购房人、摇
号选房人、合同签订人必须
保持一致，放弃选房、放弃签
约的所空房源依序递补。
“这主要是为了促进摇号
的公平和高效，
对各类违规摇
号的做法进行打击。”严跃进
说。
张大伟认为，除了摇号，
市场还需要有更多的房地产
调控政策，特别是应继续加

码
“增加供应”
等政策。

满足刚需——
提供不低于摇号房源
50% 的 比 例, 优 先 满 足
刚需
新政还明确支持刚需家
庭购房。根据新政要求，
在购
房登记时，登记人按刚需家
庭、普通家庭进行分类登记，
公证机构、
开发企业应按照刚
需家庭、
普通家庭为先后次序
进行摇号，
开发企业应提供不
低于全部摇号销售房源 50%
的比例优先满足刚需家庭。
什么是刚需家庭呢？
《通
知》提出了几点条件，要求居
民家庭包括夫妻双方及其未
成年子女、离异(丧偶)父(母)
及其未成年子女，不含未婚、
离异不满 3 年的单身；登记
购房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本市
范围内名下均无自有产权住
房且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无
住房转让记录。
张大伟认为，未来，向刚
需倾斜将是摇号的主流政
策。刚需、无房户将优先选
择房源。
通知指出，房地产开发
企业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或
现房销售备案时，住宅总建
筑面积 3 万平方米以上的，
每次申请不得低于 3 万平方
米；3 万平方米以下的，须一
次性申报。严禁以多次分
批、分幢开盘等方式拖延上
市销售时间。中新、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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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暂停企业买住房 家庭买二房首付不低于 60%
长 沙 25 日发布楼市新
政，
提出暂停企业在限购区域
内购买商品住房。这是继 24
日西安宣布限购区域内暂停
向企事业单位销售住房后，
全

国第二个发布该政策的城
市。业内人士称，
这是防止以
企业名义投机炒房，
预计后续
或有更多城市跟进。另外，
长
沙还规定，
在限购区域内购买

商品住房，
须取得不动产权属
证书满 4 年后方可上市交
易。通知明确，
家庭购买第二
套房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
60%。中新、
新华

新 华 社 北 京 6 月 25 日
电 记者 25 日从北京市了解
到，北京市政府近日正式批
复了大兴区“11·18”重大事
故调查报告。事故调查组认
定，大兴区“11·18”火灾是一
起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2017 年 11 月 18 日，位
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新
建二村的一幢建筑发生火
灾，事故造成 19 人死亡、8 人
受伤及重大经济损失。事故
发生后，北京市委、市政府成
立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北京
市纪委市监察委同步参与事
故调查工作。国务院安委会
对该起事故实施挂牌督办。
经查，事发建筑系集生
产、经营、储存、住宿于一体
的“多合一”建筑。该起事故
直接原因为：地下冷库制冷
设备在调试过程中，被覆盖
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为冷库
压缩冷凝机组供电的铝芯电
缆电气故障造成短路，引燃
周围可燃物；可燃物燃烧产
生的一氧化碳等有毒有害烟
气蔓延导致人员伤亡。
事故调查组同时认定，
事发建筑属于违法建设、违

规施工、违规出租，安全隐患
长期存在；镇政府落实属地
安全监管责任不力；属地派
出所、区公安消防支队和区
公安分局针对事发建筑的消
防安全监督检查不到位；工
商部门对辖区内非法经营行
为查处不力等均是导致事故
发生的间接原因。
依据事故调查的结论，
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对樊兆田等 15 名有
关责任人员立案侦查，
并由检
察机关批准逮捕；
北京市纪委
市监察委给予大兴区杜志勇、
李强等 21 名人员党纪、政务
处分，对大兴区委、区政府党
组进行通报问责，
并责令其做
出书面检查；
北京市安全监管
局给予北京康特木业有限公
司（聚福缘公寓出租单位）等
3 家涉事企业 960 万元的行
政罚款。同时，事故调查组
向大兴区和有关部门提出严
格落实属地责任、坚决查处
违法建设、狠抓消防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加强流动人口
和出租房屋管理、严格查处
非法违法经营行为等五方面
整改措施建议。

埃尔多安赢得土耳其大选
大选后取消总理职位 总统拥有更多权力

25 日，
埃尔多安（右）在安卡拉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据新华社安卡拉 6 月 24
日电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
讯社报道，初步计票结果显
示，
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在 24 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
根据对 98.8%选票的统
计结果，在 6 名候选人中，埃
尔多安赢得 52.5%的选票；共
和人民党候选人穆哈雷姆·
因杰获得 30.7%的选票，排名
第二。
埃尔多安当晚在伊斯坦

布尔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自
己赢得总统选举。他表示，
本次大选的顺利举行是土耳
其从议会制转为总统制的重
要一步。他呼吁各派支持者
共同聚焦国家的未来。
2017 年 4 月，土耳其以
公投形式通过宪法修正案，
决定在本次大选后将政体由
议会制改为总统制，赋予总
统更多行政权力，取消总理
职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