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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投诉热线

您在买房过程
中，遭遇过哪些烦心
事或不公平待遇？请
说给我们听。
电话：0543-3210008
邮 箱 ：q l w b b z f c @
163 .com

微楼市

如何区分婚前

买房和婚后买房

根据婚姻法 1 7、1 8条规
定，婚前取得财产为个人财
产，婚后取得为夫妻共同财
产，而夫妻共同财产要是万一
离婚的话是要分给对方一半
的，即使当初对方没在房子上
花一分钱。

婚前买房，意味着房子写
了谁的名字，就属于谁。举例来
说，结婚前男方买房，应属于男
方的婚前财产，因此，假如离
婚，房子依然归属男方，除非把
房子做夫妻共同财产公证。

如果房子还是男方全部出
钱，但是结婚后购买，在办理房
产证的时候，根据新规定，夫妻
双方都在场签字确认，那么应
是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即在夫
妻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子，
夫妻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话，
房产证上只写其中一个人的名
字，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婚前父母赠予一方房屋

产权归属一方不做分割

◆样本：Z女士准备送予即
将结婚的女儿一套全款购置的
房屋，那么问题来了，若在婚后
赠予，是否只能写女儿的名字？
怎样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女方的
婚姻权益？

婚姻法第22条指出：当事
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
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
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予，但父
母明确表示赠予双方的情况除
外。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
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
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予，但
父母明确表示赠予一方的情况
除外。

回到样本所提情况，如果Z
女士在女儿婚前赠予房屋，没
有明确表示房屋是赠予二人
的，那么，房子是女儿一人的。
但是，如果Z女士在女儿婚后全
资购房，没有明确表示是赠予
女儿一人的话，房子是赠予夫
妻二人的，为夫妻共同财产。此
种情形下，如若女儿婚姻出现
问题，女儿只能得到一半房产。
如果在女儿婚后赠予女儿一个
人，则需男方签写表示放弃房
产的协议。

恋爱期间共同出资购房

认定为登记名者财产

◆样本：小李(男)与小张
(女)确定恋爱关系并约定共同
购买一套房屋作为结婚之用，
双方商定以张某的名义购房。
购房后，双方分手了，那么原本

用于结婚的房屋应该如何分
割？

小李和小张之间虽然没
有书面约定，但显然存在婚前
共同购房协议。以小张名义购
房，由双方共同出资均系共同
购房协议条款的内容。房屋所
有权虽然登记为小张名下，应
认定为共同所有，如对所有权
没有特别约定是共同共有，那
么这种所有权应认定为按份
所有。

小李和小张分手后，需要
对房屋进行分割时，房屋所有
权按照按份共有进行分割，双
方婚后共同还贷的款项及其相
应的财产增值部分应认定为双
方共同所有进行分割，根据相
关法律规定的原则，由取得房
产所有权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
偿。

婚前一方购房婚后共同还贷

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

◆样本：张某婚前签订了
购房合同，支付了首付款。婚后
与妻子孙某住于此房，共同归
还贷款。由于感情破裂，双方打
算离婚，那么，房产该如何分
配？

《婚姻法解释(三)》第10条
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
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
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
夫妻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
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离婚时应
认定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
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
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
共同还贷的款项及其相应的财
产增值部分应认定为双方共同
所有，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的原
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
进行补偿。

即如果张某与孙某没有特
殊协议，那么房产归张某所有，
剩下的贷款由张某归还。而婚
后还贷部分及相应增值，应当
作为共同所有进行分割。

最近不少年轻的小伙
伴一直在咨询买房的事宜，
原因是为结婚做准备，他们
中有已经领证的，有确认男
女朋友关系的，也有还单身
的……尽管他们是为同一
个目的买房，却也要搞清楚
婚前和婚后买房是有很大
区别的，不清楚的话，甚至
会对今后的婚姻产生影响。

法律咨询：山东英天律师事务
所 王沿利律师
本报记者 阚乐乐

@新浪财经：【央行人
士：下调房贷利率和二套房
首付比例已成文】 据报道，
多方求证获悉：住建部正酝
酿发布关于稳定住房消费的
相关文件，其中包括两条重
要意见：一是将使用公积金
购买首套房的首付比例降至
两成；二是下调二套房商贷
首付比例，下调房贷利率。该
文件目前已得到财政部和央
行支持。

@经济参考报：【楼市一
揽子政策或密集出台：高层
要求稳定市场】 据媒体报
道，高层密切关注楼市出现
的问题，要求住建部等部门
研究对策，稳定房地产市场。
有关部门已准备相关储备政
策。其中，除税收、限购、房贷
政策松绑外，还包括加大棚
户区改造支持力度、吸引社
会资本加入等。有关部门正
等待合适时机推出相关政
策。

@新浪房产：【杜绝楼脆
脆！北京将对新建楼盘终身
追责】 市住建委要求全市
新开工工程的建设、设计、施
工等各方法人都必须签署工
程质量终身责任承诺书，实
行建筑工程质量终身追责
制。楼盘在建设以及将来入
住后，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
哪怕原来的开发商或建筑方
灭失了，也都将追究相关人
员的责任。

@乐居新闻网：【第一房
产中介链家的合并曲能否奏
到最后？】 链家董事长左晖
对外公布：并购中联地产。在
房地产中介行业的血雨腥风
中，链家的合并曲给我们带
来了极大的想象空间，但链
家也未必能一定能笑到最
后，明天的链家是不是今天
的链家还真是个未知数。

几组大数据告诉你新河金都花园为啥引领行业
在本报前期发起的3·15消费者满意度大调查中，新河金都花园

项目翘楚房产类中的“滨州房地产引领行业楼盘”，为什么市民对新
河金都花园项目如此信任和青睐？对此，记者采访了项目工作人员，
并用几组数据告诉你其中原因。

本报通讯员 张文静 张平洲 本报记者 阚乐乐

大数据显示出

项目受欢迎原因

在本报去年举办的两届相亲会
中，记者随机抽取了其中100位的资
料作为样本，统计出如下两组数据。

【图】此数据为个体购房情况，
即参与者中是否已具备住房，可见，
青年人中未购房着居多，已购房中不
排除与父母合住的情况。

【图】此数据反映的是这100个
样本中对婚房的需求情况。可以看出
明确表示需要有婚房的占多数。

结合图1和图2，可以得出，年轻
群体对刚需住房的需求还是比较旺
盛的。新河金都花园项目针对刚需客
户推出了多种户型选择，从100平米
的二室到185平米的四室可满足不同
需求和经济情况的客户。

【图】在当前改善性住房需求

成交量普遍较低的市场形势下，新河
金都花园以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
周边环境和优质的工程质量，吸引了
不少观望人群在了解新河金都花园
后做出购房决定。经统计，在新河金
都花园购房客户中，改善性购房客户
占56%，自住性购房客户占44%。

【图】据了解，在滨州的292家

房地产开发企业中，一级资质的企业
一家，便是滨州是建设房地产有限公
司。此外，建设房产还获批国家房地
产AAA级信用企业，也就是信用最
高级别的企业。这也消除了购房者在
房屋质量及售后服务上担忧。

在售楼盘

近期即可交房

19日上午，记者来到位于黄河十
路南、渤海十二路西的新河金都花园
项目现场，项目室外景观绿化工程正
在紧张建设中，小区内13栋住宅楼已
经竣工，4栋沿街楼已基本完工，小区
入口广场、警卫室和小区内道路已竣
工。

走进售楼处，四组看房顾客正
在项目沙盘前看房，并有不少客户
络绎前来。“来新河金都花园看房的
大多数客户都是老客户、老业主介
绍而来的。”销售人员表示。据介绍，
今年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新河金都
花园项目已销售住宅近50套，其中
三月份截至18日，已成交了16套。
在与销售人员的交谈中，他们表示，
来访客户最看重项目的工程质量和
学区房位置，“新河金都花园是真正
的一站式学区房，从幼儿园到高中，
均可在5分钟内到达，且都是很好的
学校。”销售人员介绍到。项目开发
企业是滨州本土资质最高、经营规
模最大的滨州市建设房地产有限公
司，项目是全市第一个绿色建筑项
目，广厦奖候选项目，并被列入实施
国家康居住宅示范工程，房屋品质
上更具有优势。“买房可能是一家人
一辈子的大事，开发企业信誉和工
程质量都是最重要的，公司是本土
企业，开发建设了吉泰阳光花园、建
设小区等诸多优质项目，在滨州具
有良好的社会信誉和口碑，工程质
量得到业主的一直认可和赞誉。”

另据介绍，新河金都花园的房屋
均进行了简装，客厅、厨房、餐厅、卫
生间和电梯前厅均已铺好地砖和墙
砖，水电暖完善。新河金都花园即将
全面交房，业主们正期待着入住低
碳、宜居、环保的新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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