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购买商品房变成经济适用房
包头市青山区银海湾工程项目开发商：一直按经济适用房出售
◇晨报融媒记者 杨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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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包头青山区住建 银海
湾小区的业主遇到了一件蹊跷
事，购买的商品房在办理不动产
权证时，不动产权证标明的竟然
不是商品房，而是经济适用房，这
让他们无法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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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
商品房变成了经济适用房

校
对

业主刘先生介绍，2013年 4
月，花 30多万元购买了住建 银海
湾小区的一套 95平米左右的房
子，买房时售楼人员宣传是商品
房，签订的合同也是“包头市商品
房买卖合同”
。
据刘先生介绍，去年一些拿
到不动产权证的业主发现，不动
产权证显示房屋权利性质为“划
拨/
城镇住宅”，也就是说房子为
经济适用房。如果商品房的话， ◆住建 银海湾小区销售中心
不动产权证显示房屋权利性质为
“出让/
市场化商品房”。
容中房屋结构图纸也有标明是
对于合同内容为什么体现出
买的商品房变成经济适用
“商品房”
的字样。
“商品房”字样，姚美凤说，她们也
房，
业主们感觉被开发商骗了。
对此，住建集团营销部部长
不明白，她们也在正等待房管部
之后，业主们找到开发商，开
姚美凤称，虽然不动产证上标注
门给出一个情况说明。
发商解释称，
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
的权利性质与商品房权利性质不
按照相关政策，如果是购买
性质一样，
业主们可以随意买卖。
同，但房管局给出的解释就是“划
经济适用房，需要提前申购，符合
但刘先生听说经济适用房的
拨/
城镇住宅”等同于商品房，按
条件的才能购买，而业主们在买
土地使用权和商品房的使用权不
全部产权对待。
房时，没有提交过任何资料。
一样，他和其他业主们很担心，以
姚美凤介绍，2012年开始售
住建集团营销部的另一位石
后如果出现问题，
谁来承担？
房时，她们在墙上挂齐了包含包头
姓负责人向记者回复，包头市销
市商品房预（销）售许可证等五证， 售经济适用房没有硬性政策必须
开发商：
其中证件上也标明了“经济适用
按照国家严格审批程序进行，谁
一直按经济适用房出售
房”字样。销售人员销售期间，一
都可以买。
直都是按经济适用房销售，
从未说
刘先生提供的资料显示，
“包
过是商品房，
与业主签订的合同是
房管部门：
头市青山区银海湾工程项目”开
包头市房管局统一制定的合同。 之前确实是同一种合同
发商为包头市保障性住房发展建
不过据她了解，
今年出来了专门的
设 投 资 有 限 公 司（简 称 住 建 集
经济适用房合同，
以后不同性质的
购买经济适用房是不是签订
团），签订的确实是“包头市商品
房屋，
合同就不一样了。但目前一
“包头市商品房买卖合同”？
房买卖合同”，合同中标明的房屋
直还用的是房管部门出具的这一
对此，包头市住建局房地产
用途是“普通住宅”，合同签署内
版本合同。
产权管理处一位李姓工作人员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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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融媒记者 杨培霞摄影
绍，之前按土地所属权，无论开发
商卖的是经济适用房还是商品房，
签订的都是由房管部门出具的
“包头市商品房买卖合同”，无论
什么形式的房子，合同里体现的
内容也都一样，具体怎么制定的
内容不清楚。他称，现在确实出
现的经济适用房合同，但他目前还
没见过经济适用房合同，具体合同
内容他不太清楚。
包头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罗姓工
作人员表示，
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除
了名称不一样外，
其他没什么区别，
不存在五年之内不让转让的说法。
包头市天祺律师事务所律师
宫剑波称，此事件的焦点是业主是
否有证据表明开发商存在欺诈行
为，如有证据表明有欺诈行为，可
通过诉讼途径，
要求给予相关损失
赔偿等。如没有证据表明，
就证明
不了开发商是欺诈，
只能协商解决。

私家车撞出租车

《呼市联建小区爆炸》追踪

司机以“上班迟到罚款”为由走了

部分受影响居民回家

◇晨报融媒记者 温晔峰
本报讯 近日，呼市出租车司
机张先生跑车中车被一辆私家车
撞了，但私家车主以“上班迟到罚
款”为由未下车后就开车走了。
张先生介绍，
4日 7时 10分，
他
东向西行驶在兴安北路与爱民街十
字路口附近时，
一辆黑色汽车从小巷
左转出来，
撞在了自己的出租车上。
“当时私家车车主要留我电
话，说下班后电话联系处理。”张先
生说，当时看到现场已经移动，无
法拍照，我就让私家车车主下车处
理，但是私家车车主没有下车，而
是开着车离开了。”
4日 8时 10分，张先生到呼市
新城区交管大队事故股报案。
4月 10日，记者来到呼市新城
区交管大队事故股二组了解到，事
故股二组的民警已拿到报案材料，
并且也联系了私家车主。私家车

车主告知因为在银行上班，无法请
假，4月 11日 3时会到新城区交管
大队处理事故。
4月 11日，记者见到了私家车
车主刘女士，刘女士介绍，自己不
太懂这些，撞车后也跟出租车要过
联系方式，但是出租车不给提供，
只是要 500元，她觉得有点多，认
为司机是勒索，加上马上迟到了，
便开着车离开了。
新城区交管大队事故股二组
的民警表示，此次事故发生，出租
车直行正常行驶，私家车车主是拐
弯的情况下撞在出租车上的，事故
发生后，私家车车主没有报警，也
没有征得出租车司机的同意便离
开了现场，事后是通过公安网查询
联系方式传唤过来的，属于逃逸，
私家车车主负全部责任。
据了解，经过双方协商处理，
私家车车主赔偿出租车司机误工
费、维修费共计 1000元。

◇晨报融媒记者 郭治华
本报讯 3月 29日 13时 50分
许，呼市联建小区发生天然气爆炸
事故，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
伤。从 3月 29日夜间开始，受影响
的约 100户住户被安置住进了附近
的宾馆。
4月 12日上午，部分居民从宾
馆搬回家中居住。10号楼 1单元
居民赵先生告诉记者，4月 10日，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通知他称，4
月 12日中午可搬回家中居住。
“爆炸发生后，我家屋顶出现
一些裂缝，部分窗户破碎，办事处
工作人员称会尽快给予维修。现
在水电有了，但暖气还没有。”4月
12日 12时许，回家的赵先生说。
4月 12日，10号楼 1单元居民
李女士回到家中发现，家中屋顶有
裂缝，防盗门变形松动。
“有维修人
员给我家修了防盗门，但明显没有

之前灵活，况且家中屋顶上的裂缝
我很担心。”李女士表示，她目前还
不能搬回家。
据呼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办
事处人大工委马主任介绍，因为房
屋受损鉴定结果已出，10号楼 1至
3单元房屋破坏等级为基本完好，
所以 4月 10日开始，办事处工作人
员通知 10号楼 1至 3单元居民于 4
月 12日中午回家居住。
马主任称，考虑到部分居民家
破损的玻璃等还未安装好，还有部
分楼层暖气未通。办事处会组织
施工人员抓紧为居民们维修更换
受损的门窗并恢复供暖。
4月 14日，记者从呼市东风路
街道办事处了解到，截至当日，联
建小区 9号楼居民已全部回家居
住。10号楼 1至 3单元大部分居
民已搬回家中居住。对于 10号楼
4至 6单元房屋的处理方案，还在
制定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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