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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YANG DAI

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
国家贯彻《物权法》,全面深化改
革的一项十分重要的举措。2016
年 6月 12日，丹阳市不动产登记
中心正式行使职能，以“平稳过
渡、顺利落地”为出发点，坚持“便
民、利民、零差错”的原则，实现了
不动产登记“高效服务、快捷便
民”的服务宗旨。截至 2017 年 5
月 23 日，中心共受理各类登记
43459 件，发放证书 25728 件，证
明 12889 件，开具各类查询证明
61350 件，给市民办理不动产登
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那么，乡
镇和农村居民，又该如何办理不
动产交易和登记呢？

记者昨日从有关部门了解
到，镇（区、街道）的不动产交易和
登记工作由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市房管处、国土分局、各镇（区、街
道）的规划建设服务所或住建分

局根据各自职责办理。
对于乡镇和农村居民关心的

农房交易和登记，各镇（区、街道）
规建所（住建分局）负责本镇（街
道）范围内不动产交易申请的预受
理。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相关申请
材料，对房屋交易进行预审，不符
合条件的将申请材料退还当事人。

期间，国土分局每周固定一
天派工作人员到各镇（街道）规建
所（住建分局）工作，对规建所（住
建分局）预审通过的申请材料进
行土地转让、不动产登记的预审，
不符合条件的将申请材料退还当
事人，申请材料不齐全的一次性
告知当事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
容。同时，国土分局负责联系市
不动产登记中心对该不动产进行
权籍调查，分别由国土分局通知
土地测绘单位、规建所通知房屋
测绘单位进行测绘，各测绘单位
及时开展测绘工作，提供土地测
绘、房屋测绘成果。

在受理过程中，由规建所（住

建分局）工作人员陪同当事人并
携带房产档案到市不动产登记中
心服务大厅房产管理处窗口领取
房屋测绘成果，办理二手房交易
网上备案、交易等手续；到地税窗
口办理契税缴纳手续；到不动产
登记窗口填写相关书面材料，办
理面签、不动产登记申请手续，领
取不动产交易登记收件单。

随后，市房产管理处和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依据各自职责对相
关申请进行审核、登簿、缮证。

最后是发证阶段，当事人凭
收件单到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
大厅发证窗口领取不动产权证
书。

另据了解，镇（区、街道）企事
业单位的不动产首次登记由国土
分局负责整理材料上报，规建所
（住建分局）负责规划、建设材料
的合法合规性审查；企事业单位
的不动产交易和登记由国土分
局、规建所（住建分局）配合完
成。（殷显春 王红康）

镇（区、街道）如何办理不动产交易和登记？

【案情简介】

杨老先生和张老太婚后育有
长子杨清、长女杨淑、次女杨溪，
杨淑婚后随丈夫共同到国外生
活。张老太和杨老先生相继去世
后，1982年兄妹三人将父母的财
产通过法院进行了分割。1984
年，落实私房政策，原登记在杨老
先生名下的西城区某处的私产予
以返还。因杨老先生和张老太都
已经过世，需要杨老先生继承人
办理相关公证后，将房屋所有权
直接登记到继承人名下。杨清和
杨溪隐瞒了继承人还有杨淑的情
况，提交了虚假材料，通过公证处
办理了继承公证，之后将杨老先
生的房屋变更登记至二人名下。

2015年杨淑的孩子被公司
委派到北京开展内地市场，杨淑
担心孩子不适应北京的生活，便

和孩子一起回了北京。兄弟姐妹
之间的联系也日渐多了起来。无
意间杨淑发现自己小时候住的房
子现在由杨清在居住，便问杨清
当时不是已经没收了么。杨清支
支吾吾地没有回答，杨溪也说不
清楚。杨淑回家和丈夫一说，二
人都觉得有问题，经过一番调查
发现 80年代落实私房政策时已
经将杨老先生的房屋返还。杨淑
通过住建委查询发现，在给杨清、
杨溪颁发房产证时，有二人提交
的继承公证书，公证书中杨老先
生的继承人只有杨清和杨溪。

杨清表示，父母的财产早已
经分割过，有公证书和房产证，现
登记在自己名下的房子就是自己
的，和杨淑无关，况且已经超过20
年，超过了诉讼时效，杨淑无权再
主张分割。杨淑认为房屋应属于
父母的遗产，应当有自己的份额，
但时隔这么多年，又登记在别人
名下，还能要回么？该如何主张？

【律师解读】

北京市东元律师事务所合伙
人李松律师表示，杨淑作为杨老
先生的继承人，有权继承属于杨
老先生和张老太的财产。兄妹三
人之前已进行过分割，但并未涉
及到返还的西城区的房产，杨淑
仍有权利主张继承。现房屋登记
在杨清和杨溪名下，杨淑想要继
承属于自己的份额，首先要撤销
杨清和杨溪的房屋所有权证。

房屋登记机关给杨清和杨溪
办理房产证是基于二人的继承公
证书。继承公证书认定的内容与
事实不符，杨淑可提供相关身份
证明，证明杨老先生和张老太的
合法继承人为杨清、杨淑和杨溪，
并到作出该公证书的公证机关去
申请撤销该公证书。李松律师表
示，公证书被撤销后，行政机关作
出的给杨清和杨溪办理房产证的
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并不违反《房
屋登记管理条例》之规定，但合法

性基础已不存在。根据《行政诉
讼法》之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作出
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杨淑的合
法继承权益，杨淑可以提起行政
诉讼，要求房屋登记机关依法撤
销给杨清、杨溪颁发的房屋所有
权证。

房屋所有权证撤销后，杨淑
可再以继承纠纷起诉要求分割该
房屋。就杨清提出的已过 20年
诉讼时效的问题，李松律师表示，
诉讼时效适用于债权请求权，杨
淑基于继承提出的物权分割，不
属于债权请求权，且登记在杨清
和杨溪名下的房产证被撤销后，
房屋又恢复到杨老先生名下，基
于此提出继承父母的财产，不适
用于 20 年最长诉讼时效的规
定。杨淑可以要求确认对该房屋
享有一定的份额，或者要求彻底
分割，分得相应比例的市场价值
的补偿款。

(北法)

落实私房政策后，子女有权继承父母的房产

房产聚焦

房产案例

由经济日报社中国经济趋势
研究院编制的《中国家庭财富调查
报告（2017）》5月24日发布。报告
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家庭
财富基本状况，并对 2015 年和
2016年我国家庭财富状况作了比
较分析。调查显示，房产净值是家
庭财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统计表明，在全国家庭的人
均财富中，房产净值的占比为
65.99%，在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
财富中，房产净值的比重分别为
68.68%和55.08%。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均房
产净值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48
倍，相比人均房产原值，房产升
值幅度达61%。相对于房产现值
而言，负债率仅为5%。尽管农村
房产价值低，但农村居民房产债
务负担却高于城镇居民。分地区
来看，东部地区房产净值明显高
于中、西部地区，是中部地区的
2.37倍，西部地区的2.7倍，远高
于东部与中部地区以及东部与西
部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

从住房数量来看，平均而
言，全国家庭自有住房套数平均
为1.044套。调查数据显示，目前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居住房屋主要
是自建住房，占比达85.62%，城
镇地区则主要来自于购买的住
房，占比54.15%。无论是购买政
策性住房还是租住政策性住房，
农民工占比均远低于城镇非农民
工家庭。此外，中等收入家庭享
受政策性住房的比例最高。从调
查结果来看，未来1年内，想要
买房的家庭占比远高于想要卖房
的家庭占比，二者分别为6.6%和
0.87%，仅依靠二手房交易难以实
现供需平衡，新建商品房仍然有
较大的市场空间。分地区来看，西
部地区住房需求最高，其次是东部
地区，中部地区需求最低，供需缺
口的地区排序也基本如此。

（中经）

《中国家庭财富调查报告
（2017）》发布：

房产净值成家庭
财富最重要组成

几乎很多工薪阶层都是买
房贷款的，夫妻两人拼命挣
钱，还分期房贷，这种情况再
常见不过了。房贷一旦申请
了，就必须偿还到结清为止。
如果，你恶意欠了好几期都不
还，将有一笔大额度违约金等
着你。甚至，最后连房子都不
是你的了，就算你付首付也没
商量。

其实，房贷逾期是比信用
卡逾期还严重，房贷断供影响
一箩筐:

1、罚息
如果你只是偶尔一次逾

期，一时疏忽忘记还款时间。
然后意识到不对，及时补上。
这种情况算是轻微的。当然，

银行会让你交纳罚息。
2、房子拍卖掉
如果你长期都没有去还房

贷，过了宽限期，银行将会认
为你不具备经济基础，无偿结
清房贷。即使你付了首付的房
子，最终也会随着银行向法院
起诉而收回。

不好意思，你的房子会强
制被拍卖。契税、维修基金等
一系列你先前支付的钱都打水
漂了。还有，剩下的贷款也要
结清。这结果实在太悲催了。

3、信用污点难以洗
这个信用记录可是跟随你

一生的，以后你要想买房、买
车、申请信用卡、投资等项
目，都会被拒之门外。今后，
几乎没法从银行获得任何贷款。

那么，该怎么确定你是否
断供?教你一招：第一次没有还

款，你会接到银行的短信、电
话催还房贷，连续 3 次不还房
贷，就被罚息。如果连续 6 次
以上不还，银行律师会正式告

知你情节严重性。同时，你抵
押的房子会被冻结。

(卡神)

买房贷款月供别断开，否则将后患无穷
买房谋略

不动产登记现场不动产登记现场

房产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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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实木家具看起来都
挺古板，缺乏时尚生活气息，
不过这可能是以前人们眼中的
实木家具。最近小编在丹阳新
森林家具馆逛店时，发现二楼
一家名叫童话森林星巴克的实
木家具店完全打破了实木家具
的款式，将北欧现代和新中式
的元素融入到家具的设计款式
中，用乌金木做外框，再搭上
布艺或者皮做的沙发，看起来
非常惹人喜爱，既不失实木的
稳重，又兼具强烈的时尚感和
生活气息，让不同年龄层次的
人都非常喜欢这种搭配的实木
家具。下面就跟着小编来了解
一下这种时尚的实木家具吧。

品牌：童话森林 系列：
星巴克

产品介绍： 混搭的创意
设计，魅力无穷的木质纹理与
蕴意相辅相成，凸显出浓浓的
人文关怀与都市新风尚。特别
是其撞色混搭创意，提升了家
具整体的气质，使其脱颖而
出，尽情挥洒的自信与活力，
张扬的个性和气魄，引领着都

市家居生活潮流新风尚！
融合了东西方美学精华元

素，将传统与现代的内涵完美
地结合与一体，用新时代的实
木家具美学概念与创新的搭配
手法，诠释一种轻松写意的品
位文化，让人们沉醉于视觉的
唯美享受，触觉的随心所欲，
嗅觉的回味无穷，让忙碌紧张

的都市生活人群品味自由、休
闲、时尚和温馨的居家氛围。

该系列摒弃一切四平八稳
的中庸之道，每一处工艺细节
都力求完美、精益求精，表达
出别具一格的实木家具造型，
彰显出家具主人高雅的文化品
位。

实木家具刮起时尚风

北欧现代 新中式
成实木家具跨界新亮点

“装修不找认识的人”靠谱吗？
“装修千万别找认识的人”你

肯定听过这样的观点，好像还是很
多人的共识。那到底为什么呢？
朋友真的不靠谱吗？

我个人觉得问题不是出在朋
友这里，追述责任其实还是要怪自
己。你在找朋友帮忙装修之前，有
没有像审核装修公司那样审核过
你朋友的专业水平呢？

我这里说的朋友不是指七大
姑八大姨的远方亲戚的邻居，而是
真正的“铁哥们儿”，能借钱给你的
那种。那种能“杀熟”的，跟本就配
不上“朋友”二字。那这种从小同
穿开裆裤的朋友为什么帮你装修
也会出问题呢？

第一，装修是一项非常复杂的

系统工程，中间的可变量非常多，
极其容易出问题。这个跟对方是
不是你的朋友没关系。

第二，在没有审核你朋友在装
修方面的理念是否和你在同一次
元上的情况下，极有可能你们在各
种看法上是有巨大差异的，最终可
能导致一些矛盾的产生。装修的
审美和理念统一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在产生矛盾的时候，走
正常流程的装修公司，是有合同、
制度、金钱制约的，你可以毫不留
情地指出错误并要求整改；而面对
朋友就会增加一层感情因素，你可
能会碍于情面不去指出问题，从而
留下装修遗憾，回过头来可能还影
响感情。

仿古砖现在用的越来越多，无
论是美式、中式、地中海、田园等各
种装修风格，都可以找到合适的仿
古砖来搭配，可以塑造出不错的效
果。

要提醒的是，不要光为了追求
好看，效果好，而忽略了一些别的
问题，比如清洁打扫问题。其实普
通的仿古砖打扫也是很简单的，拖
地擦地都行，跟抛光砖抛釉砖没什
么区别，但是凹凸感很强，表面有
很多坑坑洼洼的款式建议不要选，
特别是用做地砖，时间长了坑洞容

易脏，不好打理。
我有一个朋友是个颜控，很喜

欢复古的感觉，装修的时候在卫生
间选了一款凹凸造型比较明显的
地砖，她自己又有点小小的强迫
症，后来每次打扫的时候都要用牙
刷来清理地砖，表面有坑的地砖真
的是个“坑”。

仿古砖一般适合留缝铺贴，
一方面是填缝之后更有感觉，整
体效果比较好；另外一方面，留缝
铺贴可以调整瓷砖本身尺寸上的
误差。

买仿古砖该注意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