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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4日中午开始，截至发稿
时，已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兴业银行
等15家银行发布公告披露排查
情况，表示涉及“保交楼”风险
的业务规模较小，总体风险可
控。

工商银行称，目前停工项目
涉及不良贷款余额6 . 37亿元，占
工商银行全行按揭贷款余额的
0 . 01%。农业银行称，已初步认定
存在“保交楼”风险的楼盘涉及逾
期按揭贷款余额6 .6亿元，占农业
银 行 全 行 按 揭 贷 款 余 额 的
0 .012%，占一手
楼按揭贷款余
额的0 .017%。中
国银行称，资
产质量保持稳
定，中国银行
个人住房贷款
业务总体风险
可控。建设银
行称，当前部
分地区停工缓
建和未按时交
付楼盘情况，
涉及建设银行
规模较小，总
体风险可控。
交通银行称，
媒体报道中存
在风险的楼盘
所涉及的本公
司逾期住房按
揭 贷 款 余 额
0.998亿元，占本
公司境内住房
按揭贷款余额
0 . 0067%。中信
银行发布公告
称，媒体报道
中存在风险的
楼盘所涉及的
中信银行逾期
个人住房贷款
余额0 . 46亿元，
占中信银行个
人住房贷款余
额0 . 0048%。邮
储银行称，初
步认定的停工
项目涉及住房
贷款逾期金额1 . 27亿元，规模和
占比小，风险可控。招商银行称，
所涉及的招商银行逾期个人住
房贷款余额0 . 12亿元，占招商银
行境内个人住房贷款余额的比
例不到0 .001%。兴业银行称，涉及

“停贷事件”楼盘相关按揭贷款余
额16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余额0 .75
亿元)，已出现停止还款的按揭金
额3 . 84亿元，主要集中在河南地
区。平安银行称，涉及网传“停贷
事件”楼盘的逾期按揭贷款余额
0 .318亿，占平安银行全行按揭贷
款余额的0 . 011%，占一手楼按揭
贷款余额的0 .021%。光大银行称，
截至2022年6月末，认定存在“保交
楼”风险楼盘的逾期按揭贷款余
额0 . 65亿元，占光大银行全行按
揭贷款余额的0 . 01%。民生银行
称，截至2022年6月末，民生银行住
房按揭贷款余额5910 . 39亿元，其
中涉及上述风险事件逾期按揭
贷款余额0.66亿元。

此外，江苏银行、浙商银
行、南京银行也在公告中称，总
体风险可控。

根据上述银行发布的公
告，多家银行均表示，将密切关
注合作企业和楼盘状况，严格
落实监管机构要求，积极配合
地方政府做好“保交楼、保民
生、保稳定”金融服务，维护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维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中新网)

最近，多地业主因楼盘延期
交付宣布停止还贷的事件引发
广泛关注，对此，银保监会有关
部门负责人14日作出回应，表示
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参与风
险处置，加强与住建部门、中国
人民银行工作协同，支持地方政

府积极推进“保交楼、保民生、保
稳定”工作。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最近关注到个别房企楼盘
出现延期交付情况，这件事的关
键在于“保交楼”，对此银保监会
高度重视。

下一步工作中，银保监会将继
续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国务院决策
部署，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定位，坚持稳地价、稳房
价、稳预期，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
的连续性、稳定性，保持房地产融
资平稳有序，支持商品房市场更好

满足购房者合理住房需求，引导金
融机构市场化参与风险处置，加强
与住建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协
同，支持地方政府积极推进“保交
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依法依
规做好相关金融服务，促进房地产
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据央视

银保监会回应“停贷”事件：

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参与风险处置

记者 陈晨

好不容易凑够的首付

白玲（化名）和丈夫买的是
绿地光谷星河绘较小的户型。
2020年12月，白玲和丈夫拿着从
双方父母那凑来的52万，交了房
子的首付。

“我们想在武汉落户。”白玲
告诉记者，自己和丈夫都是外地
人，本科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
今后也想在武汉定居。

定居需要一个房子，于是在
双方父母的帮助下，白玲和丈夫
凑了52万。

白玲说，她和丈夫都出身农
村，双方父母也没有多少积蓄，

“我公公因为意外去世了，首付的
钱就用了公公的死亡赔偿金。”

合同上的交房日期为2022
年12月31日。满心期待两年后就
能在武汉拥有自己房子的白玲，
却在2021年8月听说了楼盘停工
的消息。

“当时有人发现工地上没有
人。”多个业主联合去找开发商
武汉新高兴谷置业有限公司沟
通，得到的回复是没有停工。

白玲告诉记者，在这之后，业
主们又相继找过区政府、房管部
门等，一直没得到一个准确答复。

业主：年底交房无望

在多次协商后，白玲说，
2021年11月，开发商派了一个二
三十人的施工队进入楼盘。

“表演式施工。”白玲如此形
容。据悉，星河绘小区分为AB两
区，共有约20栋居民楼，平均楼
高20多层，“这几个工人根本不
可能完成这么大的工程。”

去年冬天和今年端午节，白
玲曾两次去楼盘附近查看情况，

“只有一次看到两个塔吊在空
转，可并没有看到工人。”

最近业主凑钱在楼盘附近
安装了一个摄像头，想随时查看
施工情况，“早晚都没有拍到过

工人。”白玲表示。
如今距离约定的交房日期

不到半年，白玲说，只有两栋16
层高的楼房封了顶，其余楼房仍
未封顶。“我买的房子预计楼层
是33层，可现在只建到22层。”白
玲认为，根据目前的情况，根本
不可能在年底交房。

曾承诺5月至7月封顶

硕士毕业的王强（化名）同
样是在2020年12月购买的星河
绘小区的房子。王强说，自己工
作单位就在光谷片区，“我觉得
这里不仅环境好，而且是武汉未
来发展最好的地方。”

购房时王强刚刚毕业，手里
没有积蓄，50多万的首付全靠父
母支持，“当时也跟家里亲戚借
了一些钱。”现在王强不仅每月
要还7000元左右的贷款，还要支
付房租，“手里基本剩不下钱。”

王强说，通过业主维权，去
年9月，房管部门、开发商及业主
进行了一次三方会谈，当时达成
了复工协议：500工人进场施工，
一个月建设3层，每个月进行一
次工地开放日活动。

去年11月，开发商签署承诺
书，承诺项目主体封顶时间计划
在今年5月至7月分批完成，2021

年12月20日之前实现全面正常
施工，全力以赴保质保量按照合
同约定时间进行交付。

王强说，这个承诺，开发商
目前并未做到。

记者从武汉绿地滨江置业
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华中绿地
会”上发现，在今年6月3日的一
篇推文中，绿地光谷星河绘的施
工进度为只有两栋16层主体结
构封顶，其余仍在施工中。

开发商回应称没有停工

有业主曾在去年9月到武汉
城市留言板反映绿地光谷星河
绘何时能复工的问题，质疑停工
是因资金不足，恳请房管部门公
布项目预售资金重点监管账户
余额情况。

当时武汉市东湖高新区回
复称，经向武汉市房管局核实，
该项目11个监管账户重点监管
资金进账7 . 25亿元，开发企业累
计申请使用5 . 16亿元，依规已全
部用于支付建设公司，不存在监
管资金被挪用情况。

王强表示，按照规定，在楼
盘封顶前，开发商只允许提取重
点监管账户余额的35%。根据东
湖高新区上述回复，开发商应该
只能提取不到3个亿，但实际提

取了5个多亿。
“我跟监管银行沟通过，得到

的回复是开发商有房管部门批准
的文件。”王强告诉记者，此前房
管部门曾就此回复，开发商提取
资金合规，“说疫情期间受到影响
的企业可以预支重点监管资金。”

7月12日下午，记者致电星
河绘小区一位客户经理，对方表
示目前楼盘并未停工。在记者追
问楼盘建设进度时，该经理表示
自己正在开车，稍后致电。过后
记者多次致电，均无人接听。

随后记者致电武汉市东湖
新技术开发区，一位物业科的工
作人员表示，会将问题反映给相
关部门，到时会有专人回电。截
至发稿前，记者未获回复。

律师建议起诉解除
买卖合同和按揭协议

今年7月，绿地光谷星河绘全
体业主发出了一份停贷告知书，表
示绿地光谷星河绘停工烂尾几成
定局，业主认为开发商违规申请重
点监管资金，银行存在未封顶即放
贷的违规行为，决定自合同交房日
期2022年12月31日起，将停止向贷
款银行偿还个人贷款的每月还款，
直至楼盘完工验收合格交付。

对此，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
高级合伙人钟兰安表示，如果业
主单方面停贷而没有取得银行
的同意，业主则构成违约，将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钟兰安认为，业主正确的维
权方式是起诉开发商，同时把银
行也列入诉讼当中，要求跟开发
商解除买卖合同，跟银行解除按
揭协议。两个协议全部解除后，业
主就免除了支付房贷的法律责任
和合同义务，“这样业主就可以名
正言顺不支付房贷，同时还有权
利要求开发商赔偿相应的损失。”

白玲告诉记者，在业主发出
停贷告知后，她考虑过对银行方
面的违约问题。但白玲说，现在已
经是她的最差状态，不会更差了，

“我们一个房子也没有，天天租
房，还要还这么多房贷，太难了。”

据中新社北京7月14日电
记者14日从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获
悉，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当日一
审公开开庭审理了山东省人大常
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张新起
受贿一案。检方起诉指控其非法
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 .55亿
余元。张新起当庭表示认罪悔罪。

公开资料显示，张新起生于
1956年8月，山东荣成人，1974年
7月参加工作，1977年3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党校研究生
学历。他曾是一名下乡知青，后

来活跃于山东政坛，曾在烟台、
莱州、潍坊、青岛等地工作。

2021年2月23日，官方通报
张新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同年8月17日，官方通
报其被开除党籍。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称，2001年至2019年，被告人
张新起利用担任中共潍坊市委
副书记、潍坊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市长，中共潍坊市委书记，中
共青岛市委副书记、青岛市人民

政府市长，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为相关企
业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开
发、工程承接、规划审批、职务调
整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此外，张
新起在“落马”时已退休3年有
余，当年仍在非法收受财物。

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称，2006年至2021年，张新起直接
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和
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
币1 . 55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
受贿罪追究张新起的刑事责任。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
关证据，被告人张新起及其辩护
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
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张新
起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
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
休庭，择期宣判。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新起受审
被控受贿财物合计1 . 55亿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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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凑钱装摄像头监控施工
武汉一楼盘停工，业主打算停止还贷

近日，武汉绿地光谷星河绘的业主发出联名公告，将于年底停止还房
贷。绿地光谷星河绘目前仍在建设中。多位业主反映，约定的交房日期为
今年年底，可多数楼房目前仍未封顶。从去年8月发现楼盘停工开始，业主
与开发商沟通多次，但工程进度依旧缓慢。业主认为，楼盘烂尾几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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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买的监控拍下的画面。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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