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住建友〔2021〕 7号

美子印友 《巴中市城市商品房預告管理

暫行亦法》的通知

各区晏住房城多建没局 (房声管理局 )、 城管執法局、銀保上分

局、金融工作局,巴 中姪升区相美単位,各商立銀行,各房地声

升友企上,各有美単位 :

《巴中市城市商品房預告管理哲行亦法》已姿市政府常券会

常決ミ辻井姿市委同意,現印友給休イ1,清大真机好貫物落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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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中市城市商品房預告管理暫行亦法

第一章 忠 只J

第一条 カカロ張房地声市場管理,完善商品房預害管理十1

皮,規疱商品房預告及萩傷資金的監督管理,防疱八隆,保ク賄

房人合法杖益,促 rit房地声市場健康平穏友展,根据《中準人民

共和国城市房地声管理法》《城市商品房萩害管理亦法》(建没

部今 131号 )等相美規定,接照《住房城多建没部美子逃一歩カロ

張房地声市場監管完善商品住房預傷+1度有共同趣的逍知》(建

房 〔2010〕 53号 )、 《四川省人民政府オ}ヒ 橘省建委美子カロ張城

市商品房預害管理的実施意見》 (川 府友 〔2000〕 17号 )相美

要求,結合我市共豚,十1定本亦法。

第二条 本亦法所称商品房預告,足指房地声升友企立 (以

下筒称升友企立 )杵正在建没中的房屋預先出告給賄房人,殉房

人支付賄房款的行力。

商品房預告資金,足指升友企立在預倍商品房叶,由 殉房人

接照商品房采美合同支付的全部房款 (包括首付款、銀行貸款、

公秋金貸款、一次性付款和分期付款等其化形式的殉房款 )。

商品房預告資金上管管理,遵循寺款寺声、寺款寺存、寺款

寺用的原只l。

第二条 市住房城多建没局負責指早
～

監督仝市商品房萩

告及萩告資金監管工作,具体負責市主城区 (巴 州区、巴中姪升

区)規え1区 内萩告資金監管工作 (以 下筒称監管部11);市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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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局指早仝市井具体負責市主城区 (巴 州区、巴中姿升区)規

え1区 内房地声升友項目ilt法建没、逹法硝告等IIt法逹規行力的査

炎工作 (以 下筒称執法部 |コ )。

各区去IEl美部11接事枚災1分 、以能取責負責轄区内的IEl美上

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商品房預告前管理

第四条 未取得房地声升友姿反的企並不得八事房地声升

友径昔活功。

第二条 土地使用者在支付全部土地使用叔出■金后,亦理

登泥,飯取不功声枚iIEギ ,取得土地使用枚,再升友、利用、姿

菅土地。

第大条 泣当申清頷取施工諄可IIE的 建筑工程未取得施エ

寺可江的,一律不得升工建没。

第七条 升友企立未取得《商品房萩告寺可I 的,不得逃

行商品房預告,不得以汰殉、萩河、羽卜号、友放 VIP十年方式向

采受人牧取或交4El牧取定金、預定款等任何性反的費用。

房地声中介机杓不得代理硝告未取得 《商品房預告井可江》

的升友項目。

第二章 商品房預告管理

第八条 升友企立逃行商品房萩告前,泣 当向上管部日申情

預告♯可,取得 《商品房預告十可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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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亦理商品房萩傷十可,泣 当符合下夕1条件 :

(一 )已 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枚出il金 (国家規定以行政え1抜

方式供泣土地的除外 ),IEx得土地使用叔IIギ ;

(二 )持有建没工程規え|キ可IIEわ施工寺可江 ;

(三 )六晨 (合六晨 )以 下的商品住宅項目已完成基袖和主

体結杓工程;六晨 (合六晨 )以 下的ヨト住宅項目和六晨以上的商

品房項目,有地下室工程的已完成基拙和主体首晨結胸工程,元

地下室工程的已完咸基袖和主体六晨結杓工程。

(四 )已変碗定施工逃皮和竣工交付日期。

第十条 升友企立泣格預告♯可lll況 、商品房預告方案、升

友建没単位姿反、其他相美建浚手数在硝告現場清晰明示。

第十一条 升友企立泣当有力房人答IT商 品房采美合同井

逃行日本各案。升友企立不得杵已告出商品房再次硝倍。

第四章 預告資金管理

第十二条 上管部11泣 当建立預告資金上管系銃,対商品房

預告資金辻行核お。

第十二条 升友企立在申清亦理 《商品房預告♯可II 前 ,

泣当逃定在我市行政区内浚有昔上国点,遵守預告資金上管規定

的分行級以上的商立扱行力上管銀行,升没上管を用敗夕 (以 下

筒称監管敗声),与 上管部 |コ 、上管銀行答I坑一格式的《商品

房預告資金上管協袂ギ (以下筒称 《監管協袂》),明 碗二方

的杖不1和 文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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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同一企立升友多企項目申清亦理預告4可 的,升

友項目泣当分男1没立上管敗声,上管敗声 (敗号 )与 萩告♯可鉦

泥載的敗声 (敗号 )IEl対泣。上管敗声升没后,不得檀自増カロ或

交更。

第十二条 升友企立預嘗期内任何形式牧取的殉房款,外須

及llt全部敷存至上管敗声。

第十六条 殉房人逃捧接掲貸款的,友放貸款銀行或公秋金

中′む泣接借款合同釣定え1猪 至核項目上管敗声。

第十七条 預告資金接工程形象逃度毎四晨或毎月申清一

次,用 千項目建筑施工、没各安装、材料賄畳、配套建没、民エ

エ姿、税費解敷、項目近菅等。申清使用預告資金叶,泣 当提供

前一次資金支付免江和資金使用情況現明。

第十八条 定立預告資金保庶金制,保嵐資金力 200元 /平

方米来以上管項目萩告面私十算碗定留存。保嵐資金接硝告累十

足叡牧存后方可使用。

第十九条 止管項目完成工程主体結杓封項詮牧合格,升友

企立可申清使用留存保底資金不得超辻 50%;取得《四川省房屋

建筑竣工詮牧各案ギ 后可以申清仝額使用。

第二十条 監管項目IEx得 《四川省房屋建筑竣工詮牧各案

ギ》后,升友企止申情解除商品房萩告資金上管祢洸和預告資金

上管叶提供以下資料,姿上管部11現場核実后,根埜常批解除上管。

(一 )《 商品房預告資金上管敗声解除申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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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管項目浚工形象圏像資料。

第五章 責任追究

第二十一条 執法部日等相美部 11泣 カロ張房地声市場 日常

巡査わ市場上管。有下rll lll形え一的,泣責今停止ilt法行力,井

接照4El美規定査炎炎罰。

(一 )未取得菅立執照、檀自八事房地声升友立芥的;

(二 )未取得房地声升友企止姿反Iギ 以及相美建浚手数逹

法升友定没的;

(四 )代理未取得 《商品房預告キ可江》的升友項目,逃行

硝告的;

(五 )取得 商品房萩告♯可江》不及llf公升相美信
`き

的;

(六 )升友企立杵已告出商品房再次硝告的。

第二十二条 上管部日泣カロ張上管項目日常上督。升友企立

有下列情形え一的,泣及叶責今其限期友正,未接期改正的哲停

核項目的国答各案和萩告資金的抜付,井格其逹規行力泥入企立

滅信楷案,ilt反法律法規規定的,依照有美規定炎理。

(一 )未接本亦法規定牧存預告資金,以 ll■ 取其化款項力由

逃遊預告資金上管的;

(二 )提供虚似江明材料申清使用上管資金的;

(三 )未接本亦法規定向乃房人提供萩告資金上管銀行、上

管敗声的,以及不足叡ll■ 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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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未答打上管協洪規遊監管与銀行友生萩告房接掲立芥

的;

(五 )其化逹反本亦法或者 《監管lll袂 ギ 的行力。

第二十二条 施工企立、上理単位提供不実I明 或采取其化

方式神助升友企立逹規支IEx上 管資金的,上管部11依法対相美責

任単位和責任人予以炎理,格其逹規行力泥入企立減信楷案,井

向社会公示,情市戸重的迫究径沸和法律責任。

第二十四条 監管銀行逹反本亦法IEl美規定,未径常れヒ或不

接常批意兄,檀 自え1抜上管資金的,或克わ、不及吋不足額え1抜

上管資金的以及監管不力的,未及叶杵接掲貸款 (公私金 )え1特

至上管敗声造成不足以完工或影詢工程建没的,未盗打三方上管

協袂受理相美立芥的,希助升友企立規遊萩告資金上管的,以及

其化逹反本亦法或者逹反《上管lll袂ギ》的行力,上管部日哲停

或者冬止上管銀行上管姿格,井 向上管銀行 (公私金管理中′む)

上鉄主管部11反映,責今其整攻、迫回款項,情市戸重的者依法

迫究其姿済和法律責任。

第二十二条 上管部日、執法部11等 IEl美 国家工作人員在房

地声市場、升友建浚、商品房萩告上管等上督管理工作中玩忽取

守、濫用駅枚、狗私舞弊的,依妃依規追究え律責任;杓咸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美依法炎理。

第六章 附 只J

第二十六条 本亦法自2021年 7月 10日 起施行,有妓期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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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 本亦法実施え日前已取得預告キ可的上管項

目,参照本亦法執行。本亦法友布え日起,原 巴中市商品房預

告(祇 押)資金上管亦法》疲上。

本亦法由市住房城多建浚局負責解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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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牙逃項:主劫公井

巴中市住房和城多建没局亦公室      2021年 6月 10日 印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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