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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的高女士遇到闹心事：她
2017 年在龙湖半山楼盘内部
认 购 了 一 套 位 于 33 层 的 房
屋，但发现近期封顶的楼房只
有 31 层。她为这套不存在的
“空气房”维权至今，房款和房
屋都无着落。目前，这个楼盘
共有 190 余套违规预售房产
生纠纷。
尽管国家三令五申禁止未取
得预售许可证提前卖房，但未
批先售行为屡禁不绝，消费者
维权困难，深陷钱房两空的境
地。

A05 调查

认购了位于 33 层的房屋
却发现封顶楼房只到 31 层

房钱两空
违规预售
为何管不住
新华社发 徐骏 作

一栋 31 层的楼卖出 33 层的房
开发商称内部团购协议无效
位于昆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龙
湖半山楼盘 6 栋高层楼房近期封
顶。据了解，
这个项目今年 3 月才拿
到预售许可证，
但早在2016年，
就以
内部团购的名义在销售。
高女士告诉记者，
2017 年 1 月，
在销售人员申某的推销下，
她签订了
“团体认购协议”，以每平方米 3200
元的“内部价”购买了 3 栋 33 层 A1
号住房，房款 35 万余元，首付 30%，
交房时间为2018年6月30日前。
早已过了交房时间，楼房迟迟
未能完工。近期高女士听说封顶了，
赶忙来确认。
“没想到我买的 3 栋总
共只有 31 层，
根本就没有 33 层！
”
她
气愤地说。
该项目开发商——云南天骏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回应称，
卖房给高
女士的销售公司没有获得授权，
使用
的公章是假章，
购房款也没有进入天
骏公司账户，
“此前的认购协议无效，
与天骏公司无关，
请走司法程序。
”

记者调查发现，就在高女士等
业主交付认购金后不久，
天骏公司资
金链断裂导致项目停工。2018 年，
债权人重组了公司，
更换了法定代表
人和管理层，
项目重新开工。在这场
房企内部债务纠纷中，
196 套违规预
售房变成了
“空中楼阁”
，
购房款也不
知去向。
违规预售是国家多年来三令五
申的治理重点，
但一些房地产公司通
过内部认购等说法依然我行我素。
西安的李女士 2016 年 4 月内部认购
了紫杉庄园一处房产，
并支付了全部
房款。后来因房价大幅上涨，
开发商
以程序违规为由提出认购协议无效。
看似合规的认购协议为何“一
推就倒”
？接受了多起商品房销售纠
纷咨询和代理的云南冰鉴律师事务
所执行主任陈泽表示，
内部认购不受
法律保护，
虽然签订了协议，
但由于
无法进行网签备案，
房屋可以被再次
出售，
甚至用于抵押。

开发商为何顶风违规预售
公开未批先售为何没人管
早在 2010 年，住建部就明确规
发放工作由昆明市住建局负责，未
定：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以内
办理预售许可的违法违规行为查
部认购等名义向购房者收取诚意
处由昆明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
金或房款，属于违规销售。
法局负责，该局没有对违法预售行
2018 年 6 月，住建部联合六部
为的调查处理权限。而昆明市住
委在全国 30 个城市开展治理房地
建局局长陈汉表示，房屋预售
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记者从云
按照要求确实由市局审批，但
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房地产市
监管则由市区两级住建局一起
场监管处了解到，云南省共检查了
进行。
2166 个项目，处理 637 起，违规销
“内部认购有一定隐蔽性，
售不在少数。
纠纷爆发又有滞后性，监管部
2019 年 6 月，云南省住建厅下
门难以及时获取楼盘违规线
发《关于持续开展房地产市场乱象
索。”云南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
整治工作的通知》，查处乱象 144
监管处副处长张灵说。
件，其中涉及不按期交房、违规销
对于违规预售如何处罚？
售等占 67%。
张灵介绍，根据《城市房地产开
“ 擅自
开 发 商 为 何 顶 风 违 规 预 售 ？ 发经营管理条例》规定，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开发商都希望
预售商品房，没收违法所得，可
能加快资金回笼速度，多年来，种
以并处已收取的预付款 1%以
下的罚款。”她认为，违法所得
种原因导致预售许可规定停留在
纸上，违规预售反而成了行业“惯
难以界定，没收也难以执行，
例”，只要不出问题，一般也就无人 “购房款都是老百姓的钱”。
过问。
受访住建部门相关负责人
出售“空气房”的龙湖半山楼
表示，内部认购通常发生在资
盘曾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堂而皇
金运转困难或烂尾重组的楼
之地在售楼部公开未批先售为何
盘，在执法中如果处罚过重、罚
款过多，容易导致企业资金链
没人管？
昆明市经开区住建局回应称， 再次断裂，更加损害购房者的
经开区商品房预售管理及许可证
权益。

违法成本太低惩罚力度不够
难以对房企起到震慑作用
记者近日了解到，昆明市住建局已将龙
湖半山楼盘 780 套房源全部锁定，停止网签
备案，并要求企业妥善处理 196 户涉及的问
题。该楼盘开发商承诺，不逃避应承担的责
任，并制定提交了对应的初步处置方案：要
求退款的客户予以退款，要房的客户结合目
前房价予以优惠，
“空气房”可更换同户型房
源，
不能达成一致的建议走司法程序。
国家明确要求，各地要切实履行房地产
市场监管的主体责任，根据本地区实际情
况，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任务，全面排
查、精准打击。
“监管与处罚应该监管前置，处罚只是
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房地产企业违规违法
行为应及早制止，这需要各级主管部门积极
研究管理办法，创新管理手段。”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说，住建部门不应“坐
堂执法”，要走进市场，深入问题最突出、消
费者利益受侵害最严重的一些领域，精准监
管和执法。
云南省房地产业协会监事周大研认为，
违法成本太低，惩罚力度不够，难以对房企
起到震慑作用。
“ 现行的违规惩处力度并未
成为房企的‘高压线’，如果仅靠行业自律，
企业难免会铤而走险。
”
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孙文杰律
师说，如存在销售“空气房”、非法占有款项
等情况，涉嫌构成伪造合同诈骗罪等，应协
同公安机关介入，
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专家提醒，各级住建部门在门户网站上
公布了楼盘预售许可信息，消费者购房时，
应查看楼盘《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对未取得
该证的项目，不要购买或支付定金。
新华社记者 何春好 陈永强

昆明中院出台文件
规范房地产破产案件审理

健全信息披露机制
提升财产处置效益
昨日，昆明中院公开发布了《昆明市中级人
民法院关于规范全市法院房地产企业破产案件
审理相关问题的指引（试行）
》文件。
目前，昆明市两级法院已收到涉及房地产
企业破产的申请共 11 件，已正式立案受理的有
5 件，涉及破产财产规模约 91.38 亿元，涉及债
务 规 模 约 212.16 亿 元 ，涉 及 债 权 人 约 11307
人；尚在立案审查环节的共有 6 件。根据审查
中掌握的情况来看，这些企业也大多因为“烂尾
楼”项目牵涉到众多利益主体的切身权益，牵涉
面较广。已受理的 5 件案件中，已有 1 家企业成
功通过重整计划并进入重整执行期，其余 4 家
企业已基本完成债权债务的清理审核，目前在
研究拟定相关重整计划及方案。
为了更好地通过重整、清算等法治途径，为
房地产企业的涅槃重生、清理退出以及人民群
众权益维护提供司法保障，昆明中院公开发布
上述文件。其中提到，初步完成破产企业甄别
和评估机制，加大对破产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加强对税费制度以及融资途径的创新改革，让
企业摆脱包袱、轻装上阵；建立健全房地产企业
破产案件信息披露机制及投资人招募机制，对
于在建工程的复工续建，加大信息公开力度，吸
引潜在投资人，促进资本、技术、管理能力等要
素的有效配置，帮助房地产企业重整融资。积
极引导以网络拍卖方式处置破产财产，提升财
产处置效益。实现审判数据实时同步、全程公
开、步步留痕，强化数据统计及数据检索，构建
智能化审理模式，全面提升案件审判及管理水
平。
本报记者 柏立诚

南华攀星野生菌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财产（不动产类）

拍卖公告

受南华攀星野生菌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委托，
我公司将对该破产企业位于楚雄州南华县的不动产类破产财
产向社会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基本情况：
拍卖标的为位于楚大高速南华收费站东侧的七宗国有土
地使用权及该地上的房产等建构筑物。其中土地总面积
513.26 亩，用途包括商业、住宅及工业用地；房产等建构筑物
总建筑面积约59671.80平方米。
上述标的位于县城入口，紧邻高速公路，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详情备索，欢迎有意者报名竞买。
整体评估价：37089.31 万元，起拍价：264,372,601.70
元，竞买保证金：
2000 万元。
二、拍卖时间：
2019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15 时。
三、拍卖地点：楚雄州南华县龙坪路中段南华大酒店一
楼会议室。
四、
报名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2019年11月22日下午16时止。
五、
报名地点：
楚雄州南华县体育馆三楼破产管理人办公室。
六、标的展示时间：
公告之日起至 2019 年 11 月 22 日。

七、标的展示地点：
标的所在地。
八、
报名办法：
竞买人应在报名时间截止前将竞买保证金通过
电汇或转账方式缴至以下指定账户（以到账为准，
逾期无效），
户
名：
昆明星迪嘉拍卖有限公司，
开户行：
工行昆明圆通支行，
账号：
2502010809024802433，
并凭交款单据及本人（或单位）有效证
件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
九、其他说明：
1、上述标的以现状进行拍卖，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充分了
解标的情况和可能出现的瑕疵风险。
2、所提供的土地面积仅供参考，
拍卖地块的最终面积、用
途等，以国土部门核发的不动产权证证载内容为准。如因政
府规划调整涉及须补交相关费用的，
由买家承担,具体情况可
自行到有关部门了解。
3、房产和其它建构筑物无产权证，所提供面积仅供参
考，拍卖后能否办理不做担保。
联系电话：
0871-63615880、
13908841061（黄先生）
昆明星迪嘉拍卖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