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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正在购买的二手房办完手续恰好遇上新政生效咋办？

房屋买卖者补签“分税协议”
20%个税引爆
二手房交易

20%个税引爆济南二手房
市场。3日，济南房管部门统
计，3月2日、3日开具限购证明
705件，二手房网签118件，同比
上个周末都成倍增长。

济南市房屋产权登记
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3月2

日、3日开具限购证明7 0 5

件，发证385件，二手房网签
118件，房产过户98件(其中
还涉税68件)。在之前的一
个周末，开具限购证明327

件，发证360件，二手房网签
仅为3 9件，房产过户4 9件
(其中还涉税37件)。据介绍，
数量成倍增加与国五条的

“差价20%个税征收”有很
大关系。不少购房者是为了
与济南版的细则打时间差，
搭末班车来急着办手续的。

本报记者 喻雯

一对堂兄弟失踪八天被发现溺亡
家人几乎找遍临清城，警方已排除他杀可能

本报聊城3月3日讯(记
者 刘铭 实习生 潘晓
君) 2月22日中午，聊城临
清市老赵庄镇李庄村的小
海和佳佳堂兄弟俩吃完饭
后，一起跑出去玩，之后再
也没有回家。3月2日，家人
在距离老家几公里外的河
中发现了孩子尸体，已溺亡
多日。

2月28日，记者联系上

孩子家长李先生时，他们一
家正在着急地寻找孩子，年
龄大点的小海今年14岁，佳
佳也只有11岁。“一直在找，
已经贴了四五百张寻人启
事，在临清市里找了好几天
都没有找到孩子的身影。”
当时李先生非常焦急，家人
从孙庄村窑厂的监控中看
到，2月22日下午3点57分左
右，小海和佳佳曾出现在窑

厂附近的马路上，后来找了
很多地方也没消息。

李先生说，已找了将近
一周时间，也没有什么线
索，全家还有邻居、亲戚全
部出动帮着找孩子。家人曾
找到老赵庄西头公交车司
机和售票员打听，得知这两
个孩子2月23日曾坐车去了
临清，随后又坐车返回老赵
庄。

2月23日，李先生一家
在老赵庄镇刑侦中队报警，
警方随即立案侦查。孩子走
失以后，李先生全家已经找
过临清市汽车站、金鼎购物
中心、体育场还有公园等地
方，但未发现什么线索。而
且现在学校已经开学，两个
孩子就读的五股道小学得
知孩子走失以后，也都在帮
忙寻找，孩子的同学也在网

络上发布了信息。
3月2日，正在寻找孩子

的李先生家人得到一个不
愿听到的消息，在临清市金
郝庄境内的一条河道内发
现了两个孩子的尸体，经辨
认正是失踪已经8天的小海
和佳佳。警方得知情况后，
迅速进行调查并进行了尸
检，孩子已经溺亡多日，并
排除了他杀的可能。

本报济南3月3日讯(记
者 喻雯) 3日，“国五条”
细则影响继续发酵。为避开

“差额20%”交纳个税，省城不
少搭“末班车”卖二手房的市
民急着签合同交税。也有的
购房者担心这增加的税款转
嫁到购房者身上，也在交纳
房屋定金后很快与房主签
订了有关双方如何承担税
款的“补充协议”。

3日一早，省城白领袁
女士就着急与房主谈房价
签合同，从看房到交定金，
整个过程仅两天时间。袁女
士看好的二手房是山大南
路一家单位宿舍，总房款是
81万元。房主此前的购入价
为40万元，如果按照当前交
易额的1%交税，税款只是
8100元；如果是按转让所得
20%征收，个税是8 . 2万元。
新政执行后，要多交7万多
元的税款。

“房主也是看了这个政
策，担心交易成本增加，主

动联系我着急卖房。”袁女
士说，目前首付款压力就很
大，着急买房也是为了赶在
新政之前，少交税。袁女士
户口目前在烟台，买房的限
购证明所需材料得回烟台
办理，这样就得来回折腾一
天，开限购证明、网签最快
也得两天时间。“现在济南的
具体政策和实施时间都没有
出来，我担心等到交税时恰
好新政出来。”袁女士说，为了
避免这种风险，她与房主想
在签合同时再额外签订补充
协议：新政多出的个税税款
买卖双方要各承担一半。

袁女士的经历不是个
例。3日，济南房产交易大厅
一工作人员介绍，这两天有
不少人咨询，目前已经看好
了二手房，买卖双方初步达
成意向，但是还没签合同办
手续。他们担心：如果等手
续都办好，到交个税时，恰
好赶上政策调整，多出的钱
咋办？

对此，该工作人员介绍，
交税之前手续顺利的话，一
般两天就能办完，新政执行
时间还是以地税部门的通知

为准，从道理上讲，“差额
20%”交纳个税应由卖方承
担，但在实际销售中，很有可
能增加的部分售房成本会转

嫁到买房一方，为规避因突
然多出一部分钱而发生纠
纷，建议购房双方在购房协
议中就此作出明确。

3日，济南房产交易大厅办业务的人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喻雯 摄

今起三天晴好
周末会有降温

本报济南3月3日讯(记
者 仲爱梅) 在经历了一
系列大风、降温、雾霾天气
之后，周末，我省迎来了难
得的晴好天气。从省气象台
获悉，除胶东半岛外，周末
(3日)全省最高气温普遍都
在10℃以上。

随着强冷空气的结束，
我省气温迅速回升，3日的
泉 城 最 高 气 温 达 到 了
14 . 1℃，颇有一些早春的
感觉。天气暖和，再加上雾
霾消散，空气质量不错，在
户外活动的人明显增多。根
据省气象台提供的气象信
息，预计未来三天我省仍将
以晴好天气为主，前期南风
风力较大，气温明显回升，
下周末有一次较强冷空气
影响，气温开始下降。

具体预报如下：4日，全
省天气晴到少云。最低气
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
岛内陆地区-1℃左右，其
他地区2℃左右。5日，全省
天气晴间多云。最低气温：
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
陆地区1℃左右，其他地区
4℃左右。6日，全省天气多
云。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
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3℃左
右，其他地区6℃左右。

格“两岁时被抱养，42年后寻亲人”追踪

本报联手安徽媒体帮朱萍寻亲
本报青岛3月3日讯(记

者 陈之焕) 两岁被人从
安徽芜湖抱养来，42年后青
岛市民朱萍寻找亲人，经本
报3月1日A12版报道后引起
了广泛关注。3日起，本报与
安徽的新安晚报、江淮晨报
联合为朱萍寻找亲人。

4 2年前被人花 5块钱
从安徽芜湖抱养来，而今

下定决心寻亲，3月 1日本
报报道了青岛市民朱萍寻
亲一事后，不断有网友留
言转发微博希望有知情者
可以提供线索。3日，本报
联 系 新 安 晚 报 和 江 淮 晨
报，与当地两大媒体联合
帮朱萍寻亲。

3日下午，江淮晨报记
者李玲芳致电本报，表示联

合本报为朱萍寻找亲人。李
玲芳说，江淮晨报将于3月4

日在当地刊登朱萍找亲人
的消息，为朱萍在当地寻
找知情人。除此之外，他
们还将联系或奔赴芜湖孤
儿院以及派出所询问当年
情况，了解有关朱萍父母的
消息，希望能帮朱萍找到亲
人。

新安晚报也将在3月4

日刊登有关朱萍寻亲的消
息，讲述当时的情景，为朱
萍征集当年的知情人。并在
报道后联系芜湖当地相关
部门寻找朱萍亲生父母及
兄弟姐妹的线索，联合本报
一起为朱萍找亲人。

“我觉得自己真的是
太幸运了，开始寻亲就有

这么多人帮忙。”3日朱萍
告诉记者，齐鲁晚报关于
自己寻亲的报道发出后，
她 先 后 接 到 一 些 好 心 人
的电话，大家都鼓励她去
寻找亲人，她满心期待能
得到有关亲人的线索，并
打 算 和 丈 夫 一 起 去 芜 湖
一趟，去寻找自己的亲生
父母与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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