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人 民政府办 公 室
珠府办 函 E⒛ 16〕 ⒛3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市住房和城 乡
规划建设局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
横琴新 区管委会,各 区政府 (管 委会 ),市 府直属各单位

:

经市人 民政府同意,现 将市住房和城 乡规划建设局制定的
《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予
以转发 ,自 印发之 日起实施,请 认真贯彻执行。

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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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
为 了进一步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现 提 出如下
意见

:

一、加大住宅用地供应力度 ,加 强土地 出让监管
积极推进土地供绐侧 结构性 改革 ,合 理确定土地 出让规模和
”
“
节奏 ,防 止区域分化拉大或 出现局部 区域过热,加 快 城市更新
的步伐 ,进 一步保障住房供应量 ,平 衡市场供给。
强化土地购置资金的监管 ,提 高竞买土地保 证金的比例 ,企
业和个人竞买土地保 证金不得低于 出让底价的 50%。
”
“
招拍挂 出让商 品住房用地 ,土 地溢价率超过一定 比例

,

由竞价转为竞配人才住房或公共租赁住房面积 。
二 、加强住房保障工作
落实新 出让土地商 品住房开发项 目、城市更新项 目配建人才
住房和公共租赁住房政策 ,配 建 面积不得低于住宅建筑面积 10%,
产权无偿 归政府所有 ,主 要用于解决高层次人才 、符合公共租赁
住房保障条件的技术和技能人才住房问题 。
”
“
落实 十三五 住房保障专项规划中 1z6公 顷保障性住房储
备用地总量供给,已 建成或在建项 目加快配租 (配 售 )或 建设工
作 ;未 建设的在 zO】 G年 底前完成选址落地 ,各 区政府 (管 委会 )
要根据住房保障需求加快推进建设 ,着 重解决符合公共租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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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保障条件的中低收入住房因难家庭 、 夹心层 住房问题 。
三、执行限购和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
(一 )自 即 日起 ,我 市执行住房限购政策 ,对 以下类型居 民

家庭 ,暂 停在全市范围内向其销售建筑面积 144平 方米及 以下的
普通住房

:

1.拥 有 3套 及 以上的本市户籍居 民家庭
2。

;

拥有 1套 及 以上的非本市户籍居 民家庭

;

3.无 法提供购房之 日前在本市逐月连续缴纳 1年 以上个人所

得税或社会保险证 明的非本市户籍居 民家庭 。
(二 )根 据银发 E⒛ 15〕 305号 和银发 E⒛ 16〕

26号 等文

件规定 ,实 施限购措施城市首次购房和 首套房最低首付款 比例不
低于 30%,二 套房最低首付款 比例不低于 40%,相 关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如下

:

1.居 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 (指 从未购 置过住房 ),按 照

国家政策 ,最 低首付款 比例不低于 30%。
2。

对于有购房贷款记录、但 申请贷款购房时实际没有住房的

居 民家庭 ;有 一套住房 、但没有购房贷款记录的居 民家庭或相应
购房贷款 已结清的居 民家庭 ,申 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
住房的最低首付款 比例不低于 30%。
3。

居 民家庭拥有一套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再 次 申请

商 业性个 人 住房贷款购买普通住房 的最低 首付款 比例不低 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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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 拥有两套及 以上住房的居 民家庭 ,暂 停发放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 。
四 、完善商品房交易价格报备及信息公开制度
新建商 品房项 目在销售 (预 售和现楼销售 )前 ,应 到市价格
主管部门进行价格备案 ,对 报价明显高于周边在售项 目价格和本
项 目前期成交价格且不接受指导的商 品住房项 目,价 格 主管部门
不予备案;没 有进行价格备案的项 目,属 于期房预售 的暂不核发
预售许可 、属于现房销售 的暂不办理现房销售备案。
对取得预售许可或办理现房销售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 目,要
在预售许可证核发的十天内一次性公开全部销售房源 ,并 在售楼
处将信 息和预售许可证等证照予以公开;商 品住房项 目在销售中

,

要严格执行 明码标价 、一房一价的规定 ,实 际销售价格不得高于
申报价格 。同一批次分批销售时,不 得提高销售价格 ;下 一批次
备案价格不得高于上一批次同类型房屋成交均价 。
五、整顿和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一 )加 强商品房预售行为监管 ,进 一步规 范开发企 业诚信

经营。取得预售许可的商 品房项 目,应 严格依照法律 法规和 《珠
海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管理办法》规定 ,依 法依规 、诚信 经营。
(二 )对 未取得预售许可的项 目,开 发企业不得 以诚意金 、

内部 ⅤIP、 参加各种形式的 电商活动、回馈 活动等形式进行认筹

;

对取得预售许可的项 目,开 发企业不得采取拖延开盘时间或控制
”
“
房源等手段 捂盘惜售 ,故 意制造房源紧张气氛;不 得标示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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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或使用欺骗性 、模糊性的语言误导消费者 ,侵 害消费者知情
权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
(三 )加 强对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经纪活动的管理 。房地产

经纪机构及房地产经纪人员应依 法从事房地产经纪活动,受 客户
委托对外发布真实的房源和价格信 J急 ,不 得违规独占房源信 息、
哄抬房价 。房地产经纪服务实行明码标价 ,不 得利用虚假或容易
使人误解的标价 内容和方 式等进行价格欺诈 。严禁从事首付贷及
自我融资 、 自我担保 、设 立资金池等场外配资金 融业务 。
(四 )严 肃查处房地产市场违法违规行为。市住房和城 乡规

划建设局会同市国土 、发改、税务 、公安 、工商等部门联合开展
专项治理 ,加 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 ,依 法严肃查处、严厉打击开
”
“
发企业 捂盘惜售 、囤积房源 、闲置土地 、炒地 ,以 及房地产经
纪机构参与炒房 、哄抬房价 、发布虚假房源及价格信 J急 等违法违
规行为 。
(五 )加 强商品房项 目的价格和广告管理 。价格 主管部门严

肃查处违反价格报备规定 、哄抬房价的行为;工 商部门严查虚假 、
不实广告和宣传行为。对开发企业及 房地产经纪机构的违法违规
行为予以公开曝光 ,并 纳入企业信用档案 ,由 相关部门实施联合
惩戒 。
六、充分发挥金融监管作用
金融主管部门会同市处非办、公安 、税务 、公积金中心等部
门,加 强房地产市场金融秩序整顿和监管 ,重 点打击零首付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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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贷 、众筹买房等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继 续开展房地产领域非法
集资排查和整治。
七、切实加强部门联动 ,完 善房地产调控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组织领导,建 立 由市住房和城 乡规划建设局牵头,市 发
改、国土 、统计 、税务 、工商 、金融 、市政府新闻办 、人民银行 、
银监 、不动产登记 中心等单位参加的房地产调控联席会议制度

,

指导 、协调推进全 市房地产市场监管工作 ,加 强对房地产市场的
跟踪 、分析和研判,及 时完善相关监管措施 。
八、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各新闻媒体 、网络平台要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 ,加 强房地产
法律 、法规和政策的宣传 ,客 观 、公正地报道房地产市场情况

,

稳定市场预期 ,促 进我市房地产 业的健康 、稳定 、可持续发展。
急,制 造 、传播
对各类机构及个人利用各种公共平台散布虚假消 ‘
谣言的,由 公安机关 、网络信息管理等部门坚决予以查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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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抄送:市 委备部委办局,市 人大办,市 政协办,市 纪委办,珠 海警备 区

,

市中级法院,市 检察院,各 人民团体 ,各 新 闻单位 ,中 央和省属
驻珠海有关单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