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4月16日

洛阳楼市
星期四 A 11~A 12版IIII

值班主任张鸿飞 统筹 许开民杨春旺 本版编辑 许开民 美编 张峰

排行 项目名称 区域 板块 成交金额 成交面积 成交套数 成交均价

1 恒大绿洲 瀍河区 瀍河板块 285832517 50216 401 5692

2 东方今典 洛龙区 洛龙板块 232101696 45920 333 5054

3 旭升君河湾 瀍河区 瀍河板块 149682531 26591 234 5629

4 盛唐至尊 洛龙区 洛龙板块 105683977 16499 132 6405

5 开元壹号 洛龙区 洛龙板块 72108401 14820 117 4866

6 鼎城 老城区 老城板块 70580827 15394 145 4585

7 恒信绿地公馆 洛龙区 洛龙板块 61053930 11841 112 5156

8 中弘卓越城 涧西区 涧西板块 57511750 11466 117 5016

9 一品雅居 洛龙区 洛龙板块 51305381 9451 77 5428

10 升龙广场 涧西区 涧西板块 50550955 7946 69 6362

2015年一季度洛阳商品住宅销售排行榜出炉

洛龙区多项成交数据独占鳌头
□记者 杨春旺 文 李斐斐 摄影

本报讯 日前，新浪乐居联
合克而瑞信息集团发布《2015
年一季度洛阳商品住宅销售排
行榜》，恒大绿洲以5.02万平方
米的成交面积及2.85亿元的成
交额摘得一季度双项冠军。东
方今典一季度成交面积4.59万
平方米，成交金额2.32亿元，在
两项榜单中排名第二，旭升君河
湾在两项榜单中排名第三。

据了解，该排行榜共统计洛
阳75个在售项目，一季度新供
应面积8.49万平方米，供应套数
7768套，所有项目成交金额共
计 26.26 亿元，成交面积 54.29
万平方米，成交套数4812套，成
交均价4837元/平方米。

经测算，榜单前十名成交金
额累计11.2亿元，占总金额的
42.65%，成交面积21.6万平方
米，占总面积的39.78%，成交套
数 1804 套 ，占 总 套 数 的
37.48%。

在成交面积榜单前十名中，
洛龙区占四个，数量最多，其次
是瀍河区和伊滨区各两个，涧西
区和老城区各一个，西工区没有
项目进入前十。成交金额榜单
前十名中，洛龙区五个，涧西区
和瀍河区各两个，老城区一个。

此外，新浪乐居和克而瑞
还发布了 2015 年一季度洛阳

市各区域商品房成交数据，包
括成交面积、套数、金额及均价
等。数据显示，洛龙区以成交
面积17.26万平方米、成交套数
1415套、成交金额9.28亿元位
居各区域之首，其次是瀍河区、
涧西区、老城区、伊滨区、高新
区、西工区。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该排行
榜中数据为房管局备案数据，与
各个项目一季度销售的实际签
约数据会有一定出入。克而瑞
分析师认为，备案数据虽不能完
全反映项目目前的市场表现，但
是大体上能反映出该项目在整
体市场的销售状况。

2015年一季度洛阳商品住宅成交面积TOP10

注：1.以上为房管局备案数据；2.该数据为商品住宅，包括别墅、公寓，不包括商办产品。

夫妻共同共有房，擅卖要得回？
律师说法

□记者 康翔宇 文 图片由律师提供

律师简介

郑艳，河南洛太律师事务所执业
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员，河南
省律师协会会员。2009 年取得法律
职业资格证书，2011年开始从事律师
工作。在执业过程中，曾办理各类诉
讼案件。

教育背景及业务专长：北京大学
法学学士，人身损害赔偿、家事纠纷、
合同纠纷、刑事业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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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回顾

2014年 2月，刘先生与冯
某签订购房协议，约定冯某取得
产权证后将房屋过户给刘先
生。随后刘先生依约交付冯某
定金和预付房款共计40万元。
同年5月19日，该房取得产权
证，刘先生遂要求冯某过户。而
冯某则以该房屋系夫妻共同共

有，其妻子苏某不同意出售共有
房产拒绝过户给刘先生。

刘先生遂找到郑艳律师寻
求帮助。郑艳说刘先生可以起
诉冯某违约，并要求冯某继续履
行并办理过户手续。洛阳市洛
龙区人民法院受理后依法支持
了刘先生的诉讼请求。

律师分析

1.购房协议有效。刘先生
与冯某所签购房协议系当事人
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形式和内
容均符合法律规定，故合法有
效。协议签订后，刘先生依约向
冯某交付定金及购房款，已经按
约定履行合同义务。因此，冯某
应依约将“产权证转移到刘先生
名下”，否则即为违约。

2.冯某应继续履行。冯某
称根据我国《物权法》第97条，
处分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
对共有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
修缮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
以上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同
共有人同意。该房屋系夫妻共
有财产，其妻苏某不同意出售，

所以拒绝办理过户。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06条

规定，刘先生的情况属于法律规
定的善意取得，可以取得该房
产。我国法律规定夫或妻一方对
夫妻共同财产有平等处分权，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
解释（一）》第17条规定，如果要
终止合同，共有人冯某需证明买
受人刘先生在明知其妻苏某不同
意冯某出卖诉争房屋的情况下仍
与冯某签订协议，但冯某对此并
未举证证明。故在刘先生已按协
议约定履行其主要义务，请求确
认购房协议有效，要求冯某继续
履行并办理过户手续应予支持。

律师提醒

1.购房时应与房屋登记的
产权人签订合同，并及时办理过
户手续，尽量避免无权处分的情
形发生。与房屋共有人之一签
订房屋买卖合同，即使该部分共
有人对权力瑕疵承诺担保，亦非
合同得到顺利履行的保障，合同
亦可能因无权处分而无效。所
以广大购房者在购买时要慎重。

2.与登记的产权人签订房
屋买卖合同时，需留意是否为夫
妻共同财产，是否存在其他权属
争议；与非登记产权人签订合同
时，必须考察房屋的共有及授权
情况，避免合同效力之争。

3.在取得夫妻关于共有房
屋转让的书面同意时，应对涉及
的房屋位置及面积明确约定，以
免事后产生误解。

4.处分共有房屋未经授权
导致合同目的落空，定金条款因
无权处分人的承诺而有效，应视
为无权处分人的个人行为，购房
者可以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缔
约过失责任或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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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 项目名称 区域 板块 成交面积 成交套数 成交均价 成交金额

1 恒大绿洲 瀍河区 瀍河板块 50216 401 5692 285832517

2 东方今典 洛龙区 洛龙板块 45920 333 5054 232101696

3 旭升君河湾 瀍河区 瀍河板块 26591 234 5629 149682531

4 盛唐至尊 洛龙区 洛龙板块 16499 132 6405 105683977

5 鼎城 老城区 老城板块 15394 145 4585 70580827

6 开元壹号 洛龙区 洛龙板块 14820 117 4866 72108401

7 隆安明珠广场 伊滨区 伊滨板块 12977 105 3462 44921599

8 恒信绿地公馆 洛龙区 洛龙板块 11841 112 5156 61053930

9 中弘卓越城 涧西区 涧西板块 11466 117 5016 57511750

10 天明城 伊滨区 伊滨板块 10374 108 3911 40568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