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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的公摊面积是如何计算的？
□策划：地产事业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吴俊池 实习生 冯子雍 文 记者 吴国强 胡敬超 摄影 新媒体支持 孙贝贝 孙轶 通讯员 袁赢强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一项新规征求意见稿显示，住宅建筑应以套内
使用面积进行交易，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随后，本报收到诸多留言，询问：房
屋的公摊面积到底是如何计算的？关于得房率有没有具体规定？还有房屋面积的
测绘费用标准是多少？此外，近年来的新兴概念“楼盘表”，也收到了不少读者提问。

为了解答上述问题，《大河房管面对面》栏目第五期邀请到郑州市房管局测
绘管理科副科长孙云鹤和楼盘表管理科副科长杨伟臣进行详细解答。

《大河房管面对面》由
大河报、郑州市房管局房地
产市场和产权交易管理中
心联合主办，为常设栏目，
每期邀请房管局相关负责
人做客栏目，详解不同的房
产话题。如果您对房产方
面有任何问题可扫描下方
二维码向我们留言。

1. 房屋面积的公摊面积
是如何计算的？得房率有没
有具体规定？比如说不能低
于多少？

答：房屋公摊面积的总原
则是：仅仅为本幢楼服务，而
且在本幢楼之内的才会公摊
给本幢楼。为多幢楼服务，在
本幢楼内、为其他楼服务，独
立使用的地下室储藏间、车库
等以及计入人防工程的面积
都不计入公摊面积。

一般来说要公摊的面积
包括：楼（电）梯、管道井、垃圾
道、配电室、设备间、公共门
厅、过道、值班警卫室等，以及
为整幢服务的公共用房。

得房率或者说是分摊系数
大小没有具体规定。每幢楼的
设计不一样，得房率就不同。
举个例子，设计的两梯两户，楼
梯、走道宽敞明亮的房屋，比如
豪宅，得房率就低。设计的一
梯两户、三户，只有楼梯没有电
梯的房屋，比如原来的多层老
房子，得房率就高。

2. 购房时，最终办理房
产证面积，为何与当时售楼部
宣传时面积不一致？

答：售楼部在办理预售许
可证前，宣传的户型面积是开
发企业自己找人估算的面积，
这个面积是没有经过房管部
门审核与备案的，存在一定误
差。只有经过房管部门审核
备案过的面积，即办理过预售
证后，签订正式合同的面积才
是比较准确的面积。

一般情况下，开发企业会

有两次建筑面积的测算与备
案。第一次是办理预售许可证
之前，先由测绘部门根据规划
部门审核过的图纸进行预测，
这个面积经房管部门审核备案
后用来签订购房合同。第二次
测绘是房子经过规划核实与竣
工验收后，测绘部门到现场进
行的实测。这个实测面积经过
房管部门审核备案后，用来办
理房产证。

3. 房屋测绘是何时进行
的？是交房之前还是交房之
后？为何我住进去后就没有见
人来测绘过？

答：这里的房屋测绘应该指
的是房屋的实测绘。房产实测
是在规划核实与房屋竣工验收
之后进行的，不以是否交房为依
据。但是现在测绘时，我们要求
测绘前和测绘后进行网上与现
场公示，并且要求实测时一幢楼
至少有两名业主参与，不但可以
参与测绘他自己的房子，而且可
以全程参与测量所有房子。测
绘成果出来后，也要公示，会公
示到现场和房管局网站上，广大
业主随时可以查询。

4. 房屋测绘费用标准是
多少？该由谁来收取？好多企
业把测绘费算到办房产证费用
中，是否合理？

答：测绘费用标准：住宅按
照户型收取。3种户型及以下
0.6元/㎡，4~6种户型0.9元/㎡，
7种及以上户型1.36元/㎡。

厂房0.8元/㎡，多功能综合
楼1.8元/㎡。非住宅（包括商

业、办公、地下室等）1.5元/㎡。
关于测绘费由谁来交的问

题，根据郑州市物价局、郑州市
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在
2010年联合下发的文件郑价公
〔2010〕1号《关于进一步规范商
品住房销售价格行为的通知》中
第三大条第6小条规定，房地产
测绘费应计入开发成本，不能再
以办房产证的费用另行收取。

5. 感觉房产证面积不够
怎么办？特别在装修时，通过
铺瓷砖感觉实际面积比房产
证所记载的面积小很多。

答：先介绍一下房屋建筑
面积的构成。房屋的建筑面
积是由房屋套内建筑面积与
共有分摊面积组成。

房屋套内建筑面积由房
屋的套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
面积、套内阳台建筑面积三部
分组成。

套内使用面积为套内房
屋使用空间的面积。问题里
的铺瓷砖的面积基本上是套
内使用面积。

套内墙体面积指套内的
隔墙，比如卧室和客厅的分隔
墙，卧室与卧室的隔墙等。以
及套与公共建筑空间的分隔
墙（比如户与楼梯间隔墙）的
一半，外墙（包括山墙）等共有
墙结构的一半。

房产证附图中记载的有：
套内建筑面积、共有分摊面积
和产权面积。产权面积=套内
建筑面积+共有分摊面积。

所以说通过铺瓷砖算的面
积即套内使用面积。它既不包

含套内墙体面积，又不包含共有
分摊面积，肯定比房产证记载的
套内建筑面积与产权面积小。

另外，业主如果感觉面积
有问题，首先可以自己拿尺子测
量一下房屋的尺寸。测量时注
意遇到外墙时，尺寸要加上外墙
的一半。遇到室内与楼梯间或
者其他户的分隔墙时，也要加
上墙体尺寸一半。最后，拿自己
测量的尺寸与房产证附图上所
记载的尺寸进行比较。

当差别较大时，可以向测
绘 部 门 咨 询 ：东 区 电 话
67881135， 西 区 电 话
67935509，如果对解释还是不
满意，还可以向测绘管理部门
交易中心测绘管理科进行反
映：东区电话67881299，西区
电话67580833。

6. 阳台面积是如何计算
的？到底是按照全面积还是
半面积？

答：首先，根据规划局审
核过的图纸判断是封闭阳台
还是不封闭阳台。

不封闭阳台的，不管实际
阳台封闭与否，均按照不封闭
阳台计算一半面积。封闭阳
台的，再根据现场具体封闭情
况，现场与规划一致为封闭
的，计算全部建筑面积。现场
与规划不符，现场没有封闭
的，仍然按照不封闭阳台计算
一半建筑面积。

7. 在购买商品房的过程
中，如何避免在面积上受损失？

答：在签订合同时，注意合
同中建筑面积的约定，包括套内
建筑面积与公摊面积都约定清
楚出现误差后如何处理。

在格式合同中一般都有这
样的约定：面积误差比绝对值超
出3%，买受人同意继续履行合
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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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楼盘表的概念是什
么？能谈谈楼盘表管理提出
的背景吗？

答：楼盘表最早是指房地
产开发企业在销售房屋时，对
某一幢楼及每一套房屋的户
号、面积、户型、层数、销售、抵
押、查封情况等内容用表格形
式的直观表达。

2015年10月29日，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印发了《房屋交
易与产权管理工作导则》，正
式提出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
中“楼盘表的概念”，并把楼盘
表管理列在各类管理的第一
项。它的重要性堪比登记簿，

是开展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
工作的主要载体和重要工具。

9. 建立楼盘表的目的是
什么？

答：主要目的是通过建立
楼盘表，对房屋数据进行信息
化管理，也是当前房地产发展
和信息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楼盘表作为各业务系统
房屋数据源，可以对房屋数据
进行规范管理，有效提高数据
质量。通过房屋唯一编码，楼
盘表将各个业务系统数据串
联在一起，可实现房屋有关业
务数据的综合信息查询功能，
对现有数据资源实现有效利
用，有利于房屋全生命周期管
理。实现“让信息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的最终目标。

10. 楼盘表对个人来说，
最直接的关系是什么？

答：楼盘表是房屋交易和
产权管理的载体，记载了房屋
从建立到灭失的整个过程，从
开始预测绘、预售、签订个人
买卖合同之后，个人房屋的任
何变更、抵押、查封等房屋状
态全部记载于楼盘表中。

11．楼盘表建立后，给群
众带来哪些实质性的意义？

答：商品房、保障房已纳
入楼盘表管理，确保买受人房
屋信息安全无误地记载到楼
盘表，特别是市政府“城中村
改造、棚户区改造”重点项
目。每一户村民的房屋信息
也安全无误地记载到楼盘表，
确保房屋准确顺利网签，让每
一户村民的房屋信息得到保
障，为村民后期的不动产证办
理奠定了信息基础。

12. 市民能否自己去办
理“楼盘表确认”业务？

答：楼盘表确认业务目前
主要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建
设单位来申请办理。

征集令

郑州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做客《大河房管面对面》

差别较大可致电房管局测绘管理部门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