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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楼宇

房房产产要要办办证证 建建设设单单位位须须先先备备案案
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建设单位方可申请备案

本报枣庄10月9日讯(记者
刘婷婷 ) 一座房子人们最关心
的话题，就是是否拥有合法房产
证，9日，记者从枣庄市住建局了
解到，住房在进入竣工验收阶段，
建设单位应及时办理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手续，以备及时办理房产
证，针对备案手续如何办理，枣庄
市质监站以保障性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为研究点展开备案研讨会。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是建设
单位建筑建设中一个重要的工
作，然而备案工作也是也有一定
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申请主
体、备案文件及备案工作流程方
面的要求。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
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规
定，建设单位应当自工程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依照本办
法规定，向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以下简称备案机关)备案。

记者获悉，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是一种程序性的备案检查制
度，是对工程建设各参建方质量
行为进行规范化、制度化约束的
强制性控制手段，工程没有通过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是不得交付
使用的，而且要有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表，房地产管理部门才可以

为其办理房产证。
为了让用户在购买房子时

能够顺利得到房产证，枣庄市住
建局相关建议工程建设单位，应
当自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
日起15日内 ,将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报告和规划、公安消防、环保
等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
许使用文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
审核，备案机关收到建设单位报
送的竣工验收备案文件，验证文
件齐全后，应当在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表上签署文件收讫。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表一式两份，一份由
建设单位保存，另一份则留备案
机关存档。

购房者从开发商手中领取房屋钥
匙后，并不等于已取得了房屋的所有
权。只有当购房者取得自己的房产证
时，才能真正享有对自己所购房屋的
所有权，即依法对自己所购房产享有
完全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
力。

多数购房人都希望在收房后能尽
快拿到自己的房产证，可事实常常是

“千呼万唤办不来”。要避免这种情况
出现，律师提醒购房者应认真签订购
房合同。

与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中的
“买受人不能在规定期限内取得房地
产权属证书”中的“规定期限”是什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
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作出了对购
房者有利的解释：在合同没有约定购
房人取得房产证期限的情况下，按第
十八条解释：购买期房的购房人自房

屋交付使用之日起90日、购买现房的
购房人自合同订立之日起90日，由于
出卖人的原因，未能取得房产证，出卖
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没有约定
违约金或者损失数额难以确定的，可
以按照已付购房款总额，参照中国人
民银行规定的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
利息的标准计算。

按第十九条解释：购买期房的购房
人自房屋交付使用之日起超过一年零
三个月、购买现房的购房人自合同订立
之日起超过一年零三个月，由于出卖人
的原因，导致购房人无法办理房屋所有
权登记，购房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
失的，法院应予支持。

在此律师提醒购房者注意：上面所
讲的是合同没有约定的情况，合同约定
的还是要以合同约定为准，购房者要想
缩短办证时间，绝不能忽略购房合同中
的约定。慎签不合理的委托书。

目前，开发商可能会要求购房者

在购房合同外另签一份委托其代办房
产证、并同意入住前将契税和公共维
修基金交给开发商的委托书。对开发
商的这种减轻自己风险、增加购房人
负担和风险的不合理做法，购房者可
加以拒绝。

《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
第三十三条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应
当协助商品房购买人办理土地使用权
和房屋所有权登记手续，并提供必要
的证明文件。因此，无论购房者是否委
托房地产商代办房产证，开发商都有
责任同购房者一起办理产权过户并协
助购房者办理房产证。

房产证迟迟不能办的问题，大多
是因开发商没有完成房屋验收备案、
超规划批准面积建设、土地出让金没
有补齐等原因造成的。当开发商具备
了向购房者办理产权过户条件时，购
房者办理房产证的手续其实非常简
单。

专专家家支支招招 教教你你如如何何快快速速拿拿到到产产权权证证

新闻链接：

10月6日，伦达鲁南水城门前
锣鼓喧天、醒狮欢腾、喜气洋洋、
热闹非凡。由鲁南水城出品的枣
庄首部都市爱情微电影《水城之
恋》的首映式在此举行。《水城之
恋》微电影是伦达·鲁南水城作为
长影集团指定拍摄基地成立来的
首部影视作品，也是伦达·鲁南水
城充分挖掘独有的水城文化、打
造枣庄文化产业新亮点、拓宽全
市文化发展思路的重大举措，也
是真正意义上枣庄人自己的电
影。从6日起，《水城之恋》将分别
在腾讯、新浪等各大网站全国首
播。

鲁南水城项目作为枣庄市打
造“江北水乡，运河古城”城市名
片的重点项目，依托于伦达集团
的远见规划，将以中高档品牌、多
种业态为核心，400多套商铺将规
划为集购物、休闲、餐饮、娱乐等
多业态组合的特色环水情景式商
街。

首部爱情微电影

《水城之恋》上映

房房产产中中介介也也可可开开限限购购证证明明办办网网签签了了
据枣房网讯：济南二手房

交易办理程序多、排队长等难
题将破解。1 0月 8日起，二手房
交易将合并存量房交易环节，
房屋信息核验、买房开具限购
证明及网签等流程都可以在中
介机构内部完成。首批试点的
四家房屋中介已确定，在试点
基础上将不断增加中介服务网
点。

29日，济南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管理局房屋产权登记中心主
任杜建刚介绍，按照原来的交易

流程，市民交易二手房需要到房
产交易大厅开具限购证明、办理
网签。流程调整后，市民无需到
房管局开限购证明，只需要在中
介机构提供真实信息，经过房管
局工作人员网上审核后，获得限
购证明编号，就能在中介机构内
部进行网上签约。

房屋信息核验、买方出具
住房限购证明、签订买卖协议
均可在中介机构进行。市民只
需在缴纳税费和办理房屋过户
的时候 再 到 房 产 交 易 大 厅 即

可。有贷款需要的市民，如果金
融机构需要盖有印章的纸质限
购证明，可以到房产交易大厅
绿色窗口办理。

与原来交易流程相比，极
大地减少了群众往返交易大厅
的次数。办理一般二手房买卖
只需到市房产交易大厅两次，
第一次是交易双方办理过户申
请，第二次是买方领取新的房
屋所有权证。房屋信息核验、买
方出具住房限购证明、签订买
卖协议均可在中介机构进行。

枣枣庄庄汽汽配配城城楼楼盘盘简简介介：：
枣庄汽配城位于市中区华山

路东侧、青檀路西侧、汇泉路北
侧，紧挨市中心。枣庄汽配城是枣
庄汽车文化贸易产业园内重点打
造的核心项目，总体规划占地500

亩，总建筑面积50万平方米。
枣庄汽车文化贸易产业园是

省市两级重点项目，按照枣庄市
“提升西区、主攻东区、拓展北
区、推进南区”的总体要求规划

设计，总占地面积1250亩，总建
筑面积100万平方米，总投资33

亿元人民币。项目是以汽车及汽
车产业后市场为主题定位、融合
汽车文化和特色的商业综合体。
规划涵盖汽车配件，汽车美容、
快修、用品，汽保中心，二手车交
易，电子商务五大中心。项目建
成后将是鲁南地区规模最大、业
态最全、规划最新的汽车后市场

产业园，为枣庄提供一处集整
车、汽车零配件及用品交易、物
流配送、公众信息服务、网络交
易平台、驾驶培训、休闲娱乐等
配套产业集群，展现汽车文化内
涵和便民信息服务，既满足厂商
和消费者的需要，也进一步增强
枣庄对外辐射，以促进汽车产业
和商贸、物流、公众服务等多项产
业的发展。

本报枣庄10月9日讯(记者 孔
红星 ) 经过三个月的紧张筹备，滕
州真爱商城管理有限公司已经正式
注册成立。9日，滕州真爱商城管理有
限公司正式挂牌，同时，认筹活动也
陆续开始。

据介绍，公司设立市场综合管理
办公室、副食糖茶管理部、五金服装
小商品管理部、招商部、市场拓展部、
营销部、物流部、客户服务部、物业部
等职能部门，对市场进行专业化、规
范化、精细化管理。实行划行规市、品
牌推广、诚信经营、物优价廉、本着与
商户共赢、让商户挣钱的经营导向，
实施统一规划、统一招商、统一推广、
统一管理、统一服务，确保快速成行
旺市。

据了解，荆西商贸城区域改造建
设项目是荆河街道重点招商引资项
目，滕州市2013年十大重点项目之
首，该项目总占地面积约1200亩，总
投资约110亿元，是滕州城建史上一
次性房屋征收涉及范围最广、面积
最大、情况最复杂、推进速度最快的
城建项目。截至目前，滕州(义乌)真
爱商城和荆西商贸城改造建设区域
回迁安置房建设工程已全线开工。

滕州真爱商城
9日正式挂牌

经过精心筹备，在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枣
庄首席城市样板社区———
优山美地 (原环秀星城 )营
销中心华丽绽放，作为万
恒置业携手鲁南开发礼献
枣庄的标杆力作，优山美
地秉承海派地产的高端人
居 理 念 ，匠 心 独 运 ，以 一
城精粹礼献枣庄，为枣庄

贡献一座品享一生的高端
住宅社区。

项目位于枣庄新城市
府东区绝版地段，近揽城
市中心级配套，集萃城市
稀缺自然，公园环伺的绝
佳居境，西北接 1 3 0 0亩凤
鸣公园，东南邻2 5 5亩生态
绿地公园，碧树林荫尽在
视野之内，西南面更有政

府规划大型城市水体公园
凤 鸣 湖 公 园 ；坐 拥“实验
幼 儿 园 、实验 小 学 、实验
中 学 、枣 庄 三 中 ”直 线 名
校教育体系，社区内自身
规划有2 6 8 2メ 9班幼儿园，
铺设超1 0万メ英伦风情园
林景观，献给城市里那些
最 懂 得 生 活 的 名 仕 精 英
们。

枣枣庄庄优优山山美美地地：：营营销销中中心心华华丽丽绽绽放放

房屋竣工验收备案申请表。（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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