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交了全款哎！

房现在交不了！

■■■■■ ■■■■■ ■■■■■

本报讯（记者周月光 通讯员王
英超）开发商逾期交房常有，然而，由
于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多数人委屈
求全，拿回房款就感到庆幸。近日，
省外消费者戴女士遭遇开发商逾交
房，投诉到省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
后，经定安县工商局调解，不仅全额
拿回购房款，而且还获得了开发商赔
付的4万多元利息。

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宣传称
是当地最大的城市配套综合体项目，
集美食、娱乐、休闲、养生、购物于一
体，兴建琼北地区最大商业中心、五
星级酒店、养生公寓等。该项目自
2012年启动以来，受到岛内外广泛
关注。

2013 年 7月份，戴女士在仔细
考察了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项目
后，决定购买一套价值84.7875万元
的铺面房，并签订分销保证金合同，
而且很快付清了房款。照此合同约
定:一次性付款后,自合同签订之日
起至项目开盘后一个月内，戴女士可
自行选择更名或继续持有，在开发商
书面通知下达一周内，戴女士未提出
异议，则双方应签订正式的《商品房

买卖合同》。
但是，戴女士在付清全款后一年

多的时间里，并没有收到定安天九美
食文化广场公司的书面通知，也未签
下正式的购房合同。付清了房款，却
签不了合同，拿不到房子，戴女士感到
不安全，多次找到开发商，要求退房退
款，但都遭到拒绝。无奈之下，日前，
戴女士拨打12315求助工商部门。

定安县工商局城东工商所接到
戴女士投诉后，查看了戴女士的分销
保证金合同和付款单据原件，确认戴
女士付款买房的事实后，立即派出执
法人员先后3次到天九美食文化广场
有限公司现场调查取证。经过多次
协商，天九美食文化广场有限公司最
终答应全额退还戴女士购房款，并支
付戴女士利息4.4513万元。

省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关于房产买卖
纠纷有所上升，其中多数是开发商不
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交房，购房人
要求退房退款遭拒绝。近期开发商
收钱不交房的投诉比较多，而消费者
普遍不敢打官司。

省消费者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

厦宇提醒消费者，购房金额动辄几十
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买房前一定要慎
重，不仅要仔细看好楼盘，还要考察
开发商的信誉，合同签定后，要保存
好相关证据，特别是因为开发商原因

导致合同不能履约的证据要收集保
存好，一旦发生纠纷，不仅要积极向
工商等部门投诉，还要做好诉讼准
备，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
法权益。

引言：大英山作为海口城市中心的大规模地块
集中区，被赋予了城市CBD中央商务区的角色，众
多高端楼盘聚集于此，湖城大境以其不可比拟的丰
富资源和不同凡响的自身配套傲视群雄！

大英山CBD中心区

大英山片区，未来将成为行政、商务、文化为
主，融合商业服务、休闲娱乐和居住生活等功能的
现代综合型城市中心。怡和·湖城大境，处在大英
山片区南端，东临红城湖、北接日月广场，是大英
山片区资源极为高端、丰富、集中的区域，是城市
中心的黄金地段。

尊享配套文化商业资源

怡和·湖城大境毗邻市政文化广场——日月
广场，该广场占地面积16万平方米，总投资约40
亿元（预计2016年10月交付使用），除传统的购物、
休闲娱乐等功能外，还建有IMAX影院、大型免税
商场、博物馆、文化展览馆、书城、影剧院、溜冰场、
儿童中心等，建成后将会是您无缝共享购物、休
闲、餐饮及娱乐等顶级商业资源的生活第一站。

坐拥红城湖桃源意境

在城市中，公园生活是一种奢侈，对居住在怡
和·湖城大境的您来说却是寻常。怡和·湖城大境
集旅游、休闲、文化、娱乐、商业为一体的市政主题
公园环湖而建，揽海口最大的淡水湖红城湖，500
亩碧水涟漪浇筑出诗情画意般的桃源意境，近享
家门口的公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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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感谢省工商局12315指挥中心支持

最 近 多 家 媒 体 报
道，“3·30”新政实施半
月，长三角地区楼市成
交 活 跃 ，回 暖 基 调 确
立。叠加效应同时搅热
了二手房市场，海南二
手楼市中竟也出现部分
业主上调挂牌价的现
象。这不能不说本次新
政“良药”起到了广谱的

“疗效”。对于海南房产
中介来说，去年是最为
难熬的一年，及时出台
的新政可谓“救中介于
水火”，今年二手房市场
会从冬眠般的“熊市”中
慢慢缓过来，然而这一
被“唤醒”的过程或许比
大家预想的要长些。从
深层的市场角度看，一
方面，虽然首付比例降
低，但随之贷款金额就
会上升，里外里还需支
付多些的购房款，另一
方面，二手房交易涉及
选房、过户、装修等很多
流程，即便“满二”能免
营业税交易，但还心存

“折腾不起”、“等等看”
的买家也并非个别，二
手楼市对新政的消化或
许尚需时日。

编者按

房产新政实施过半月

海南二手楼市静待
■ 本报记者 张中宝

两年以上二手房免征营业税究竟能
省多少钱呢？按照目前的税费，5年以内
的房源营业税是征收总房价的5.6%，如果
2年以上的房源免征营业税，一套百万元
房子便可以免税5.6万元，这确实令买卖
双方活跃不少，尤其对于想购大户型房子
的人来说，诱惑不小。

连日来记者通过采访发现，目前二手
房市场上，最紧俏的二手房主要分布在海

口和三亚，主要意向买家多为改善型消费
者，他们在真正出手时颇为谨慎。

有本地业内人士认为，近期陆续推出
的新政对二手楼市的确推力不小，但从成
交的角度，难言“量价齐升”，更不见“狂买
狂卖”的现象。短期来看，新政更多的是
对买家的一个心理影响；中期而言，在楼
市“潮起潮落”的变迁中“练成”的购房人
群在真正入市时会更加理性，不少二手房

意向买家仍在观望，也是情理中的事。
海南地产经理人联盟主席、海南雅居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认为，本次楼
市新政出台已过半月，但二手房市场在从新
政的“温暖”中真正“热身”还需要一点时间。

“相对于前些年来说，如今楼市供需格局
变了，买房市场倾向明显。加上现在理财的
渠道宽了，最近股市红火，更多的社会闲散资
金正在往那流，楼市有待进一步被唤醒。”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新政落地后，海
南大部分的房产中介门店确实热闹起来，
对二手房感兴趣的人一下多了起来，尤其
是周末，问询量和成交量都有所上升。

在海口市海德路录德房产耀江店，来
这里咨询的顾客一拨又一拨，其中多数为
二手房的意向购买者。

“自从新政推出以来，来我们这里咨
询新政，或直接表明购买意向的客户有所
增多。每到周末，看房的客户也多了不

少，大家都很敏感，认为本次政策的利好，
还是让他们在购房这个事情上又开始动
心了。”该店房产经纪人陈显告诉记者。

三亚卓亚家缘房产中介公司置业顾问
张昌全对记者说，包括他们在内的三亚湾路
海月广场附近这十几家房产代理和销售门
店，同样出现了“宾客盈门”的现象。“这个月
以来，咨询者不断增多，看房者也显著提升，
这应该是新政的市场效应显现了，增强了我
们的卖房信心。”

海南录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
长邱廷录则表示，这个月以来，公司的业
绩有所提升，说明二手房楼市开始出现回
暖迹象，这主要和改善型购房者入市门槛
降低和交易营业税的免征期限调整至2年
有关。“原来看房已久的部分改善型客户，
苦于无法贷款，在宽松政策出台后，有了
入市的打算，尤其一些大户型的房子成交
上升较为明显，大户型的二手房将会脱颖
而出，成为近期的关注热点。”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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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情五月，凤凰传奇、谭维维将空降儋州
广物·雅拉湖畔，邀你共享超级音乐盛宴。广
大“粉丝”将有机会亲临现场与偶像面对面接
触，加油助威。

据悉，此次活动由广物地产主办，将于5
月2日上午9时在儋州市的广物·雅拉湖畔营
销中心举行，特别邀请了凤凰传奇、谭维维等
众多知名歌星现场助阵，为儋州人民献上一
场精彩纷呈的音乐盛筵。

为回馈广大市民的支持与厚爱，广物地
产即日起至5月1日，将面向儋州市民免费派
送千张凤凰传奇、谭维维群星演唱会门票，市
民可拨打抢票热线，进行演唱会免费门票申
请，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抢票热线：0898-66696666、66666988、
066667188、66669988。

广物地产儋州又一力作，首席低密度生
态豪宅即将耀世绽放。群星熠熠唱响儋州，助
力广物雅拉湖畔5月2日盛大开盘！82-145
㎡纯板式洋房3880元/㎡起，送1200元/㎡精
装修，成本价发售仅限开盘当日；177-179㎡
湖山人文别墅亦同步钜献，更有明星签名等
惊喜大奖等你拿。

广物·雅拉湖畔，是广物地产深耕海南、
布局儋州的巅峰钜作，是继海口滨江帝景、滨
江海岸、滨海国际、儋州光村雪茄风情小镇等
项目之后的又一居住标杆；项目选址儋州城
央核心地域，优享“两院”学府的文墨教育空
间便利，坐拥马鞍山、云月湖交织原生绝美自
然风光；项目首期建筑面积约13万㎡，容积
率仅1.5，社区内精心设计新亚洲主义风情建
筑群，致献洋房、别墅双重居住形态；特别规
划的东南亚水景园林，倾献磅礴视觉盛宴；更
有近16000㎡时尚商业街，集购物、娱乐、养
生、休闲等功能于一身，奠定高端生活标准，
全方位打造儋州首席低密度精装洋房别墅
区，敬献繁华与浪漫间游刃有余的自在生活。

■ 毕军

住宅是商品的一种，本也应像其他商品一样获
得“包退”承诺。但是，在4月15日恒大地产召开新
闻发布会宣布“无理由退房”之前，中国房地产行业
还没有谁这样自信表态过。从4月16日8时起，恒
大在全国的住宅楼盘，购房者履行相关义务并无违
约行为，在签署购房合同之日起至办理入住手续
前，均可无理由退房。此举一出掷地有声，恒大成
了中国楼市“无理由退房”的“吃螃蟹第一人”。

也有人说，恒大的声明，只是在市场库存高
企、需求萎缩现状下的一个营销口号。对此，我们
应看到，在多年来国内房产“质量门”事件频现、购
房合同中霸王条款层出不穷、买家遇开发商陷阱
投诉无门等现状下，恒大第一个敢喊出这样的口
号，就算形式上存在某种营销因素，但口号的背后
无疑是承诺，是勇气，更是诚信的力量。

目前，国内房市竞争激烈，行业洗牌在所难
免。“群雄逐鹿，谁主中原？”勇者也许可以胜，智者
也许可以胜，但在商业领域，前两者，未必能笑到
最后。诚信是市场的铁律，所以信守承诺者一定
能胜。所谓“百年老店”，无一不赢在“诚信”二字。

“世道人心”这句老话很有深意，说的是不论
世事风云如何变幻，人的良知和善心是可以固守
的，一语道破时间与空间的某种奥秘。致力做“民
生住宅”的恒大地产，在“无理由退房”承诺的背后
有什么样的底气：资金控制能力强，标准化运营、
材料统一配送等降低了运营成本，供应商、建筑商
的让利互赢，龙头企业品牌效益……

正如恒大地产总裁夏海钧所言，“恒大有能力、
有责任带头为维护购房者的权益和市场的良性发展
做一点事情。”这一点我们从“无理由退房”的承诺上
看到了，该为此点个赞！当然，恒大地产能否在践行
这个承诺上持之以恒？还需拭目以待。

承诺无理由退房
该给开发商点个赞

楼市群雄并起
谁主大英山？

买家出手谨慎拒绝“略知一二”

除了对部分购房者有直接利好之外，
新政还影响到了二手楼市的卖房群体。
部分二手房业主开始坐不住了，绞尽脑汁

“坐地起价”。
在海口市海甸三东路一家房产中介

门店，业务员已经接到5个业主的电话，尽

管不同户型的房子，但是目的是一样的，
都想在原来挂牌的基础上“跳价”，报价上
涨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

“其实，出现这样的现象也在我们的预料
中，但麻烦的是有些业主犹豫不决，多次更改价
格。”海南东正房地产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对此，邱廷录表示，新政出台后有些
二手买家担心涨价，也出现了加紧入市的
现象。不过虽然一些业主的确有意调高
报价，但总体来看并非普遍现象，买卖双
方相对比较理性。至于市场是否接受部
分房源报价上涨，仍有待观察。

对二手房感兴趣者“接二连三”

部分业主坐地涨价“说一不二”

广物·雅拉湖畔
群星演唱会

五一期间唱响儋州

镜头一

4月11日下午，在位于三亚市
三亚湾路海月广场附近的房产代
理和销售门店，成交量少的状况一
如往常。在其中一家中介门店里，
置业顾问陈小兰正在忙着跟客户
介绍楼盘，她说：“一天下来，嘴皮
几乎磨破，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尽
管新政出台，咨询的人多了，但成
交量并没有大幅增长，多数客户还
在观望。”

镜头二

4月15日上午，在海口市地税
服务大厅内，人头攒动，这里前来办
理二手房交易税款缴纳业务的市民
不断，咨询的也不少，工作人员一
直忙个不停。

3月30日，二套房最低首付比
例从以前的六成降至四成，二手房
营业税免征期限由 5 年改成 2
年。首付比例的调整，从时间上对
购房者给予了延长；而二手房交易
营业税减免的政策，则让市场上大
量的二手房交易成本下降。如今
在海南买房，涉税动辄几万元甚至
到数十万元不等。因此，这次新政

“组合拳”为改善型需求和二手房
市场“减压”最直接。

截至4月15日，距离系列楼
市宽松组合拳政策推出并实施已
过去半个多月。那么，沉寂了一段
时间的海南二手楼市如何反应，能
否就此迎来新的春天呢？海南日
报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现象一

现象二

市场分析

付清了全部房款，签不了正式合同，拿不到所选铺面

花钱难买“定心丸”天九有啥“小九九”
工商部门出手，定安天九美食文化广场退款赔利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