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发商为何“嫌弃”公积金按揭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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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丁兴峰律师
说，全款优先等于限制了购房人平等选房、购
房的权利，拒绝公积金贷款则直接违反相关法
规。“房子是特殊商品，属于民生保障范畴，地
方政府宜通过适当的行政手段，保障所有购房
人的合法权益。”

早在2014年10月，住建部联合财政部、中
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通知》，其中第七条明确规
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拒绝缴存职工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
据悉，针对拒绝公积金贷款的情况，多地

近期已经出台相关政策，纠正部分房地产开发
企业阻挠和拒绝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

宜居智库研究总监严跃进建议，各地公积
金管理部门应进一步提高公积金贷款的审批
效率，尤其要尽快满足首次购房、首次使用公
积金群体的贷款需求，引导开发商平等对待购
房者，保障住房公积金真正惠及刚需群体。

（据新华社）

多地公积金贷款买房遭“嫌弃”

刚需购房者权益如何保障？
近来，网上流传一句顺口溜：“全款买房的往里走，按揭的不要堵门口，公积金贷款的请把共享

单车挪一挪。”记者在多地的热门楼盘调查发现，一些开发商只接受全款买房，拒绝公积金贷款甚
至商贷。这种现象受到关注，多地近期出台相关政策保护购房者权益。

热点城市楼盘
只接受全款购房

记者近日在广东、福建等地调查发
现，一些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

在福州，记者走访了融侨方圆等 8家
楼盘，有6家拒绝公积金贷款。

福州的刘先生向记者坦承，本打算使
用公积金贷款购房，最终被迫“东借西凑”
凑了五成首付，且找了内部关系才商业贷
款买到“阳光城·丽景湾”。“没有内部关系
根本无法认筹，想公积金贷款更是奢望。”

一位陈姓置业顾问确认了刘先生的
说法：“只接受商业贷款，首付至少要五
成，选房后三天内必须交齐。”

在广州、深圳等热点城市，开发商拒绝
公积金贷款或要求全款购房也屡见不鲜。
记者走访广州的明星板块——广纸区域发
现，区域内的楼盘基本拒绝公积金贷款。

深圳的一些高端楼盘更开始走“封闭
式”路线，客户看房必须提前预约，即必须
登记、复印身份证，在指定的银行卡内存足
钱款，等楼盘发出参观邀请才能实地看盘。

“我们项目不仅拒绝公积金贷款，还
必须一次性付款。现在客户这么多，要好
好筛选。”临近深圳的惠州江北西区某楼
盘，在针对全部意向客户作了调查之后，
直接选取了 200 个全款支付的客户入场
交易。

业内人士建议提高相关审批效率

记 者 采
访发现，开发
商之所以拒
绝 按 揭 贷
款，主要原
因有二：

原因一

首先，公积金贷款资金回

笼慢。“住房公积金贷款流程较为复

杂，放款周期比较长。”多位楼盘营销负

责人透露，对于开发商来说，回款率是其

考核的刚性指标。急需回笼周转资金的开

发商认为公积金贷款流程烦琐、回款太慢，

更愿意购房者付全款或使用商业贷款，以

尽快回笼资金。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旭锋

表示，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主要

原因是程序较为复杂，放款时

间长、提成少。

原因二
其 次 ，新 房 销 售 量少，开发商为使资金快速回笼，首先选择支付全款的客户。中原地产研究数据显示，10月份，上海仅有1个新项目入市，创历史新低。“一线城市楼市全款买房的客户比例预计只有 20％左右，但开发商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肯定优先选择全款客户。”上海一家房企负责人表示。上海市住建部门负责人认为，对于有条件获取公积金贷款的用户来说，各地公积金管理部门是支持的，但在实际操作中决定权被转到了开发商手上。

据新华社电 最高人民法院 14
日在京召开视频会议，对全国法院
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审判工作提出
要求，强调要准确把握检察公益诉
讼特点，创新审判方式方法，完善
工作制度，保障检察公益诉讼案件
依法公正审理。

据了解，2015 年 7 月至 2017 年
9 月，全国法院共受理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一审案件 831 件，审结
455 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 645
件，审结362件。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
在会议上指出，要准确认识检察公
益诉讼范围的特定性，在法定范围
内审理检察公益诉讼案件，条件成
熟时，再逐步研究扩展到其他领域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充分认识检
察公益诉讼功能的督促性特点，通
过司法审判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
职，及时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正确认识检察公益诉讼中
裁判执行的高难度性特点，贯彻修
复性司法理念，加强移送执行和执
行监督，确保案件裁判执行到位。

江必新还表示，要处理好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
关系，准确界定利益保障范围和限
度，充分关切各方当事人的合理诉
求，妥善处理利益冲突和价值选择
问题。

公益诉讼案怎么审
最高法提出新要求

我国刑法关于非法经营罪的
相关法律条文指出，未经国家有关
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
货或者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
资金结算业务的，涉案金额达到30
万元或违法所得达到 5 万元，就可
以追诉。中国证监会打非局相关
负责人指出，按照刑法的标准，现
在的非法荐股行为绝大部分已经
触犯了刑法。

获得中国证监会许可的持牌
机构，包括证券公司和证券投资咨
询公司，都可以在中国证监会、中
国证券业协会网站进行查询证
实。中国证监会机构部相关负责
人表示，对于荐股行为，我国有明
确法律法规约束。

受访专家表示，可以对涉及证
券信息传播的规模较大的各类群进
行技术监管，及时发现存在于其中
的违法违规现象。同时，此类案件
处理周期较长，且取证难度较大，因
此需要投资人提高警惕，不信谣、不
传谣，不盲目跟风。（据新华社）

QQ、微信“牛股推荐”满天飞

2016 年 11 月，深圳市公安机关侦破一起特
大网络股票诈骗案，受骗人员超过 3 万人，涉案
金额4亿元以上。据调查，犯罪嫌疑人以虚假公
司为掩护，通过代理商团队发展客户，诱使客户
用虚假行情软件实施诈骗。

这些代理商组建团队并安排业务员通过
QQ 互加好友的方式发展客户，以学习炒股为
名，拉拢客户进入QQ群和视频直播间。代理商
成员根据分工扮演讲师、分析师、客户等角色，对
群内讲师的炒股技术进行吹捧，诱骗客户。

传说中的“股神”到底是些什么人？据监管部
门有关人士介绍，有的是专业的诈骗团伙，有的是
与市场“庄家”勾结、利用股民“抬庄”的“托儿”，还
有的是专业投资咨询机构的营销人员违规拉客
户。业内人士说，有的所谓“股神”甚至从来不炒
股、不看股票，就是把各种二手信息拼拼凑凑。

特大网络股票诈骗案受骗者超3万人

揭荐股牟利的种种“套路”
如果推荐的股票真的那么牛，荐股的人

为什么不自己炒股赚大钱呢？记者调查发
现，荐股牟利的手段不外乎以下几种方式：

——推销“荐股软件”，以免费使用的方
式拉客户，随后就以升级等各种名义，诱骗投
资人购买软件以便享受“荐股服务”。

——冒充正规券商或持牌机构，从非法
渠道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通过电话、短信、邮
件等方式拉拢投资者上套。

——设立“牛股”公众号、微博等吸引关
注，在各种 QQ 群、微信群，通过所谓的“专
家”“老师”指导，赚取高额“服务费”。

——性质恶劣的“荐股割韭菜”。典型案
例就是“汪建中操纵证券市场案”。汪建中的
手法就是提前买入，逢低建仓，发布推荐报
告，再拉高股价抛出股票获利。

向公众推荐股票的合
法与非法界限何在？

现在的互联网荐股乱象层出不穷。既
有QQ群收费荐股，也有私募微信群真假内
幕消息满天飞，更有各类无证网站荐股、电
话骚扰荐股。隐藏在其背后的，甚至可能是
怂恿散户抬庄，进而操纵股价从中渔利的不
可告人的动机。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
长董登新

10月，中国证券业协会最新公布《非法仿冒

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等机构黑名单》，

曝光了228个非法仿冒机构网站，含有非法内

容的网页、博客等。中国证监会也正在修改完

善相关规章制度，加强对非法推荐股票的监管。

为了在网红餐厅排队抢位子，
“黄牛”大打出手；网红奶茶店专门
提供给孕妇的排队绿色通道，因为
人太多不得不关闭……

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看到
那些“活”在朋友圈里的网红店，看
到网红店外长长的队伍，你是不是
信以为真，甚至耳红眼热、蠢蠢欲
动，也想小试身手开一家？记者调
查后，为你打造了一份网红店炮制

“秘辛”：
店铺开张前，选择一些知名的

生活方式类和美食类微信公众号
或微博账号进行宣传。这些公众
号撰写的软文，会给你的店贴上

“流行”“当红”“优质”“火爆”等标
签，让读者产生具有超高口碑的印
象。

开业初期，雇一些“黄牛”来
“帮个人场”。“黄牛”的加入，会让
队排得更长，营造出“产品非常抢
手”的形象。出于从众心理或好奇
心，很多没接触过你的店的顾客就
会加入排队的行列，从而进一步助
推社交媒体上热点的形成。

饥饿营销一旦转变为消费热
点，网店就红了。

需要提醒的是，跑腿类 App 会
在你的店红了之后，“收割”走一部
分不愿意排队但又有好奇心理的
顾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沈
国麟指出，网红店是互联网经济下
的一种新营销模式，其“保鲜期”非
常短，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更多是

“图个新鲜”，复购率低，想要长红，
需要的是真实的口碑和忠实的顾
客群。想要做长红的“百年老字
号”，店家就要苦练内功，在“看不
到的地方”下功夫，而不仅仅是在
外表上过度包装。 （据新华社）

专家：网红店是互联
网经济下的一种新营销
模式

网红店
炮制“秘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