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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整治楼市乱象，保护刚需

买买房房““全全款款优优先先””，，举举报报就就查查

本报记者 魏新丽 喻雯
见习记者 赵夏晔

销售方案需审批
销售进度要公示

针对近期济南楼市乱象，
26日，济南市建委发布《关于进
一步规范商品房销售行为的通
知》，对开发商销售行为进行规
范。

首先，商品住宅项目形象
进度满足预售要求的，应当一
次性申请预售。其次，住宅项目
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应
提交销售方案。销售方案包括：
房源信息、销售方式、付款方
式、意向购房者组成（30%首
付、60%首付、全款客户占比情
况）。销售方案审批通过后，向
社会公示。

济南市建设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销售方案备案在之
前的审批环节中就有，不过不
是特别严格，这次对这一环节
进行了明确。“主要是通过销售
方案来看开发商的选房方式，
比如预备了多少客户。”该工作
人员表示。如果开发商预备的
客户数量超过房源套数太多，
那么可能就不会发售预售证，

以防止开盘时发生状况。
另外，《通知》还规定，在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应本
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外
销售。一次性公开全部准售房
源，公示销售进度控制表，在销
售现场醒目位置明码标价，并
告知所有购房者。

明确禁止全款优先
保证刚需进场

济南市建设部门工作人员
表示，此次政策出台，是为了保
护刚需。“最近有很多项目开盘
时不让贷款进场，特别是一些
热点区域。”该人士表示。

因此，在《通知》中明确表
示，销售商品房时，应优先满足
无住房记录的刚性购房者需
求。不得要求购房人一次性付
款或一次性付款优先选房，不
得拒绝购房人正常使用住房公
积金或商业个人贷款购房，不
得要求住宅销售捆绑车位及地
下室。

这是济南市首次对全款买
房和全款优先作出明确规定。
此前，全款优先虽然成为开发
商的潜规则，但是并没有明确
的规定对其进行限制。而不得
拒绝公贷和不得要求捆绑销售

等，之前的政策中已经明确提
出，此次进一步强调。

“希望通过这一政策，让三
成首付、六成首付和全款购房
者都在同一起跑线上。”建设部
门工作人员表示。

之前的既往不咎
之后的举报就查处

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开发
企业，《通知》也明确表示，济南
市建委将依法责令立即整改，
拒不整改的，依法予以行政处
罚，记入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
档案，向社会公示。整改完成
前，暂停项目合同网签及后续
预售审批项目的办理。

济南建设部门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对于提前验资、全款优
先等违规行为，只要市民举报，
就会进行查处。不过他也表示，
违规的认定是在政策发布之
后，政策发布之前的此类行为，
既往不咎。

因此，如果市民在购房过
程中遇到此类开发企业的违规
行为，可以举报至济南市建委
相关部门。也可以向齐鲁晚报
进行举报，线索一经查实，齐鲁
晚报将与建委联动，对违规开
发企业进行查处。

本报记者 喻雯 魏新丽
见习记者 赵夏晔

农民工必须实名
制登记

26日，济南市建委发布《关
于全面推行建筑工程项目农民
工实名制和工资专用账户管理
制度 执行委托银行按月代发
工资办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

《意见》指出，全市所有建
筑工程项目必须实行农民工实
名制管理制度。建筑工程项目
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当依法与自
有工人签订劳动合同。

推广使用“泉城平安卡”，

用于动态记录施工现场农民工
身份信息、考勤计量、工资支
付、技能培训、从业经历、劳动
合同及奖惩情况等。

济南市建设部门有关人士
说，自2018年6月1日起，本市建
筑工程项目开工前，施工总承
包企业应到市城乡建设委清欠
机构办理农民工实名制管理登
记手续；农民工进场3日内，施
工总承包企业应按要求通过网
络上传实名制信息，并为每名
农民工申办“泉城平安卡”。

在银行给农民工
建工资专户

除了农民工实名制管理外，
《意见》还要求建立农民工工资

（人工费）专用账户管理制度。
《意见》指出，自2018年6月

1日起，济南建筑工程项目开工
前，施工总承包企业应自主选
定一家银行作为监管银行，在
监管银行指定的分理机构设立
工资专户。

建筑工程项目开工建设
后，建设单位根据施工总承包
企业每月提报的已完成施工产
值中的人工费清单，按月将人
工费拨付到工资专户。2018年6
月1日起，本市建筑工程项目施
工总承包企业应与分包单位或
劳务企业签订《济南市建筑工
程项目农民工工资代发委托
书》，委托银行通过工资专户按
月代发农民工工资。

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在监管

银行为本项目施工的自有工人
办理个人工资卡，负责分包单
位、劳务企业为其召用的农民
工在监管银行办理个人工资
卡，并确保工资卡交由农民工
本人保管和使用。

对于不按要求给农民工发
工资的建设单位，有哪些惩罚
措施？

《意见》指出，对未按时足
额拨付人工费的建设单位，予
以通报批评、信用评价扣分；连
续出现两次及以上的，依法责
令项目停工整改，直至人工费
足额拨付到位，同时视情对其
采取提高建筑劳务工资保证金
缴存比例、降低信用等级、暂停
商品房网签、暂停新开发房地
产项目手续办理等惩戒措施。

济济南南建建筑筑农农民民工工66月月起起按按月月领领薪薪
建设单位连续两次拖欠，或被暂停商品房网签

济南农民工福利来了！济南将全面推行建筑工程项目农民工实名制和工资专用账户管
理制度，执行委托银行按月代发工资办法。

26日，济南市建委发
布《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
房销售行为的通知》，对近
期济南楼市的销售乱象进
行规范。其中，开发商要求
购房者全款买房或者全款
购房优先等行为，被明令
禁止。另外，也进一步强调
禁止捆绑销售和拒绝公贷
等。这些违规行为，只要举
报就会查处。

本报记者 魏新丽 喻雯
见习记者 赵夏晔

据悉，此次《通知》的背景
是，近期济南市建委接到多份

“12345”热线转办及市民群众
来电来信，反映济南部分热点
区域住宅项目存在全款优先
购房、全款优先选房、拒绝使
用商业贷款或个人公积金贷
款等歧视刚性需求购房者，以
及住宅销售捆绑车位、地下室
等行为，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
房地产市场秩序，造成了极其
恶劣的社会影响。

今年，市民刘先生曾想在
西客站附近购买住房，3月底
去看鑫苑世家公馆项目，看中
了一套111平方米的三室，单价
预计在13000元左右，总价在150
万元以内。“置业顾问说一共推
出78套房子，全款客户已经排
了八九十个了，六成的客户不
再登记了。”刘先生表示。

而到开盘之前，有传言称
该楼盘至少验资190万元才能

选房。刘先生致电置业顾问询
问，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无独有偶，近日市民王女
士在东部某楼盘看房时，也被
告知，全款和绑定车位可以优
先选房。更有中介找到王女
士，称花5万块钱就可以得到
一个优先选房的名额。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优先
卖给全款客户成为济南楼市
售房的潜规则。一次性付款优
先选房这种营销方式或是开
发商对于限价政策的一种“应
对”。目前,济南预售许可申请
实行一房一价申报政策，要求
开发商利润率控制在合理范
围内，且3个月内不得涨价，违
者不予网签。客户购房时一次
性付清全款，开发商便可拖延
网签大打“时间差”。等几个月
后开发商申请价格上调时再
提高房价进行网签，开发商或
将因此获得更高利益。

不过，抢手的楼盘往往是
低价刚需盘，这些楼盘要求全
款优先，让刚需客难以入场。

全全款款优优先先或或为为应应对对““限限价价””

2018年底
前，农民工实
名制和工资专
户管理制度覆
盖8 0%以上在
建工程项目，
按月足额支付
工资规定覆盖
9 0%以上在建
工程项目。

2020年，
力争全市建
筑领域农民
工工资基本
无拖欠。

2 0 1 9年
底，基本实现
全覆盖。

“济八条”出
台，针对土地供
应、拍卖、价格指
导、炒号倒号等。

本市户籍
有三套住房的，
不得再购房，非
本市户籍限购
一套住房。

住宅建设不少于12层方可办
理预售许可；本市户籍家庭限购
两套，非本市户籍家庭在济限购1
套，并需提供连续24个月以上在
市区缴纳个税或社保证明。

必须全款选
房和全款优先选
房被明令禁止。

房地产开发
企业不得拒绝公
积金贷款。

二套房首付比例提高至
60%；限购区域内购买的房
子，须取得不动产权证满2年
后方可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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