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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二手房交易拟实施第三方资金托管

二手房房款将有“保险箱”

一是要确认签约主体的真
实性，主要是核实卖方主体资格
的真实性。因为签约主体资格的
真实性是房屋买卖合同成立的
前提条件，尤其在买卖双方自行
交易而没有第三方担保的情况
下，这个问题更为重要。

二是写明违约赔偿责任和
赔偿金额。这样便于在发生交易
纠纷时拥有明确的索赔依据。

三是写明房产、附属设施的
交接时间和有关费用承担的划
界时间。在确定和写明所购二手
房及附属设施交接时间的同时，

还应注意写明水、电、气、暖、物
业等费用的承担时间划分。二手
房交接时间和费用划界时间是
责任划分的界线之一，如果界定
不清，日后可能引起纠纷。

四是写明付款和过户时间。

因为对于首付款和尾款，房产买
卖合同一般规定由买方在不同

时间段交付原房主。因此，合同

中必须分别写明首付款交付、房
产过户以及尾款交付的具体时
间、期限。

五是查验原产权人是否已
缴纳住房维修资金。东营市自
2010 年 5 月份开始征收住宅维
修资金，购房人在签约时务必要
约定维修资金由谁承担，以维护
自身权利。

五项要点防范

二手房交易风险

本报 12 月 2 日讯(见习记者

郝文杰 通讯员 吴鹏) 12

月 2 日，记者从东营市房产交易
中心获悉，为降低二手房交易风
险，东营市即将实施二手房交易
资金托管工作，为二手房交易加

上一道“安全保险”。

即将实施的二手房交易资

金托管工作，将取代过去传统的

买方直接划拨房款给卖方的交

易模式，而采取在托管机构———

银行开设“存量房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专用账户”，由房屋买方将

房款打入专用账户，再由托管银
行在房屋过户手续完成后将房
款划拨给卖方的方式，进一步降

低二手房交易过程中的风险。

房产交易大厅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即将实施的二手房资金

托管业务，与用网络购物的“支付

宝”付款模式类似，监管更严密也
更安全。另外，市民进行二手房资

金托管无须向任何机构交纳费
用，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惠民举

措。

皂交易更加安全

东营某二手房中介公司的赵
先生告诉记者：“买房子的怕给了

钱买不到房子，卖房子的怕房屋
产权过户后资金不能及时到位。”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二手房交易
中一直存在买卖双方互不信任的

情况。现在这些问题，都将得到解

决。

记者从东营市房产交易中心

获悉，二手房交易资金监管是指

买卖双方的交易资金由东营市房
地产交易中心在银行开立的“二

手房资金托管账户”进行划转。该

业务不向买卖双方收取任何费

用。其他房产中介公司不准代收

代付客户交易资金，避免了中介

公司挪用客户资金的可能，也杜

绝了不良中介携款逃跑事件的发
生。

皂交易流程初定

二手房交易将实行网上签
约。基本流程为：买卖双方在房
屋交易达成意向之后，通过二

手房交易中介或者直接到房产
交易中心签订“二手房资金托

管协议”，然后买房者将购房款

打入二手房资金托管专用账
户，然后办理房屋过户手续。房
屋过户之后，购房款再由二手

房资金托管账务划转到卖房者
提供的银行账户。至此，交易完

成。

在整个过程中，二手房资金

托管机构起到一个资金临时托

管的作用，为买卖双方提供一份
资金安全保证。目前，东营市房
产交易中心已经与中国银行东

城分行和东营市商业银行实现

网络对接，二手房托管专用账户

正在申办当中。

皂托管自愿进行

二手房交易资金第三方交

易平台建成后，资金托管将按照
自愿原则实施。买卖双方不愿意
实行资金托管时，双方须到资金

托管机构提出申请，并由托管机

构出具相关证明后，方可进行交

易。

皂实行专款专用

“二手房资金托管账户”将

实行专款专用，购房者将购房款

打入托管账户之后，资金的所有

权仍为买卖双方，托管机构和银
行只行使资金托管职能。

在交易过程中，如果交易双

方反悔，想终止交易时，双方可

到资金托管机构提出终止交易
申请，并办理“专款手续”。在手

续办理完成后，双方交易终止，

专用账户的购房款退回购房者
账户。

(二手房交易拟实施第三方
资金托管尚在拟实施阶段，具体

政策措施在实施后可能有所调

整)

▲东营市房产交易大厅 本报见习记者 郝文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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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爱尚滚筒获最佳自主创新设计奖

近日，“2010 创新盛典中

国创新设计评选”及“中国第

五届外观设计专利大赛”的

评选结果在第八届中国(无
锡)国际工业设计博览会上隆

重揭晓，美的洗衣机 2010 年

新品“爱尚”系列滚筒洗衣机

荣获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
的 2010 年创新盛典“最佳自

主创新设计奖”，美的洗衣机

设计团队也荣获“创新设计

团队奖”，再度登顶国内洗衣
机行业设计巅峰。

美的“爱尚”滚筒洗衣机

主设计师冯旭升介绍，该产
品正面采用“宝瓶”图案，寓
意平安、吉祥。在控制设计

上，更加注重人机工程学，7

度倾角 LCD 显示，拉手部分
采用内置 45 度开门，减少了

人弯腰的次数，操作更舒适。

机器线条清晰，用色大胆明

快，有晶银、炫灰、雅蓝、嫩

绿、羽白等不同颜色，为消费
者提供更多选择。

据了解，“爱尚”

系列新品滚筒洗衣机

不仅外观设计时尚新

颖，而且是一款能够

满足消费者实际需求
的 “高性价比、高洗

净比”的高端产品。美

的洗衣机国美导购员
小肖介绍，“爱尚”系

列变频洗干一体滚筒

洗衣机，具备洗衣机

行业领先的“全智能

烘干”、“D-PLUS 变

频 技 术 ”、“ 蒸 汽 洗

涤”、“喷淋水循环”四

大核心技术以及创新 GLC

生态呵护洗系统，在节能、

降噪、洗净度等洗衣核心指

标上表现优异。

美的“爱尚”系列滚筒洗衣机产品图

一汽丰田给力

质量高分领跑国内车市

近日，J.D. Power 亚太

公司公布了 2010 年中国新

车质量调研报告，其中一汽
丰田的五款主力车型皆表

现优异，旗下的 COROLLA

EX 花冠和 RAV4 分别在中

型车和 SUV 车两个细分市

场摘得桂冠，且皇冠、卡罗

拉与威驰也分别以优异成

绩占据豪华车、中型车、入

门中型车的前三名，几乎每

种车型的前三名都可看到

丰田的身影，丰田再次以扎
实的真功夫，过硬的质量领

跑国内车市。

今年，J.D. Power 的新

车质量调研报告显示，一汽
丰田的 RAV4 以 78 分的成

绩拉开了与其它同级别车型
的距离，其表现远远优异于
SUV 车细分市场 138 分的

平均成绩。COROLLA EX

花冠则以 89 分在中级车细

分市场连续三年稳坐第一，

该细分市场的平均分则高达
163 分。这一事实说明 RAV4

和 COROLLA EX 花冠在质

量问题方面的数量远低于同

级别车型，是真正的高质量

车型。皇冠仅以 2 分之差在
高端豪华车型中排第二名，

威驰在入门中型车获第二

名，99 的得分比 162 平均分

高出 63 分之多，而卡罗拉质

量也紧接花冠之后排在中型
车的第三名。

另外，本次新车质量调

研报告发现，中国的汽车购

买者较之以前眼光更高，其
对购车的期望值也随之升

高。人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

到高故障率的汽车不仅带来

较高的维修费用，更要消耗
车主的大量时间用来维修车

辆，甚至还会造成既定的商

业和生活方面计划的延误。

可见，综合质量的优劣直接

决定着汽车的价值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