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8 月 10 日

B12

地产

FORTUNE 财富 地产

FORTUNE 财富

B13

2018 年 8 月 10 日

房拍圈：
半数风光，
半数沧桑
记者

崔凌琳

抢房、光盘、涨价……上半年，楼市的疯狂还历历在目，房地
产业内人士都不得不感叹：当下就没有便宜的房子。时至今日，尽
管所谓的“全款爷”经过了一轮洗礼，已然大幅减少，但购房的余
温仍在。
如果说，市面上已无便宜的房子，那么，拍卖市场是否有漏可
捡？一时间，房拍进入了很多精明市民的视野。日前，记者从全国
最大的拍卖平台阿里拍卖了解到，自 2012 年该平台上线网络司法拍
卖至今，宁波的司法网拍房产成交约有 11000 件。其中，2018 年同
比 2017 年，网拍标的数增长约 37%，成交标的数增长约 20%。
那么，拍卖购房真能捡到便宜？或许结果并不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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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月，市民叶子 （化名） 通过线上、线下成
交了两套房子，一是打算自住的东钱湖别墅，豪华装
修，430 平方米的面积，660 多万元得之；一是作为
投资打算的镇海一处安置住宅。算一算单价，很显
然，凭着多年的从业经验，叶子在疯狂的楼市中可算
捡到了漏。
当然，这一切绝非其一时兴起，或是报个名、出
个价就得到的。
叶子本身是房产业内人士，对价格行情了然于
心，再加上，早从 15 年前起，她便已关注线下法拍
信息，目睹亲戚出入于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卖大厅，时
不时地拍得廉价的房子获得丰厚收益。
“早年的线下拍卖难免有串标之嫌，几个竞标者
可以相互约定，让成交价格妥妥地定格在彼此的心理
价位之内，从而谋得可观的差价，所以早年，通过司
法拍卖所得的房产中，确实不乏‘白菜价’”叶子回
忆：“而网拍启动后，政府、机构、企业、以及个人
资产处置都线上化、阳光化、价值最大化了，很多时
候，或许起拍价格看上去十分诱人，但也因此吸引了
更多的参与者，从而推高了最终的成交价格。从那时
起，再要捡便宜，或许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甚至
运气等各种因素的完美配合了。
”
在房拍圈“潜伏”了整整 10 年后，2013 年，叶
子终于“出手”了。她说，最近 5 年里，自己参与的
线上、线下房产拍卖有将近 20 次。第一次成交，就
是现在住的这套都市森林的房子。
两年前的此时，叶子怀上二娃，原本三居室的面
积亟待扩大，于是看了许多大面积的住宅。“拍卖平
台的这套房面积为 332.65 平方米，豪装，晾了两年
却没怎么住过，无论是大小还是房屋状况都正合我
意。第一次看到这套房子照片、房产视频介绍时，我
便笃定要报名竞拍，况且，该房起拍价 410 万元，出
价的空间也不小”叶子笑笑说，“所幸的是，彼时，
参与竞拍者只有 3 人，经过将近一个小时 23 次竞
价，最终，我以 502 万元的价格夺标，如愿拍到了自
家的新居。”
记 者 了 解 ， 尽 管 2016 年 7 月 宁 波 楼 市 不 甚 景
气，但按当时该小区的白坯价算，单价也能卖到
15000 元至 16000 元。用叶子的话说，“装修费心、
费力又费钱，新装又需要至少半年的通风晾晒，实在
划不来，现在好了，一旦房子过户，我只要适当更换
一些家具，便可轻松入住了。
”
叶子之所以总能以比较理想的价格拍到理想的房
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是一个理智至上的人。她告
诉记者：“每次竞拍，我都会充分利用我对价格行情
相对了解的优势，给自己定下个合理的心理价位，一
旦超出此价，即便再喜欢，也会说服自己放弃出价。”
令其欣慰的是，拍卖结束不到一周时间，她便收
到了周边长丰住宅地价高涨的消息，这意味着，这笔
拍卖的“含金量”不知不觉又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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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拍中的
各种“坑”你可知悉？

当然，樱桃好吃树难栽，房拍并非人们
想象得这般容易。倘若没有前期对同类房源
状况、价格等充分了解，在竞价过程中失控
是分分钟的事。
说到这里，叶子想起两桩有关“失控”
的拍房“异事”
。
“我曾经多次报名城市花园的竞拍，除
了拍卖公司的约定看房时间外，我也会特地
在开拍前前往该小区去看看问问，其中有一
次，就在我回来开始出价竞拍之时，收到了
该房产债务方的提醒，甚至是诅咒短信，说
是，‘该房主人欠了如何多的钱，这个房子
不能拿，即便是拿了，也会麻烦缠身、诸事
不顺。’”叶子说，“原本十分钟情这套房，
可是见到这样的短信，换成任何一个人，都
会对变得犹豫不决，提早放弃。不得不说，
竞拍前的功课，有时真的可以给自己及时地
浇一盆冷水，让自己保持理智、清醒。”说
这话时，叶子的表情少有的严肃并且认真。
2016 年 12 月 12 日，正当人们正醉心于
双十二买买买的狂潮中时，荣安府 467 平方
米楼王在阿里拍卖平台悄无声息地拍出了
1900 多万元的“天价”。而叶子正是其中 9
个报名者中的一个。她说，这是迄今为止她
所见过的最疯狂的一次房拍。
据悉，这套房子起拍价 743.1 万元，评
估价格约 1061.56 万元，加价幅度 3 万元，
从 12 日早晨 7:36 到下午 14:40，竞标者来
回共出了整整 349 次价，方才将成交价格落
定在 1901.1 万元的高位。叶子对此记忆犹
新 ，“ 我 想 ， 那 个 夺 标 者 事 后 该 有 多 后 悔
呀”她至今依然这么认为。
“说起来，这次竞标我也少则出过 30 多
次价，最终在 12 点左右放弃了‘争夺’，实
在也是拍累了。”叶子笑言：“面对这么激烈
的竞拍，即便是业内人士，也很容易失控，
忘掉了初衷。
”她所说的失控，首先是自己。
回想起来，她告诉记者，自己最后一次
出价也已到了 1550.1 万元，按照这个价格，
该房的单价已经突破了每平方米 3.32 万元。
然而，即便是经历了 2018 年上半年这波乘
风破浪的行情，眼下，荣安府最为畅销的
130 多平方米的小户型，市场价格也不过每
平方米 3.5 万多元。“这样看来，如果不是大
伙都疯了，我没准就成了这套楼王的‘接盘
侠’了。
”此刻，叶子只觉虚惊一场。
确实，冲动是魔鬼！随着房拍关注度提
高，市场上流露出的非理性现象越发频繁地
出现。比如，刚刚于上周成交的一套荣安府
131 平方米改善型住房，最终成交价高达
362.7 万元，与目前市面上的同类户型二手
房报价 380 万元左右相比，价格优势并不明
显；而上月才成交的湖景花园别墅，看房者
仅 3 人，而最终报名竞拍者却有 8 人。最
终，这套起拍价为 860 万元、评估价 1150
万元的房子以 1460 万元的价格成交，成交
价更远远超过市价 1300 万元左右。
叶子告诉记者，房拍中还会遇到这样的
事，一拍流拍，二拍的起拍价原则上是一拍
起拍价格的八折到九折，然而，也是因为起
拍价格下降，参与者增多，你一拍、我一
拍，最终成交价反而远高于一拍的起拍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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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透明化不断提高，加之
国家政策 （拍卖不限购） 的影响，近
两年，市民竞买法拍房的热情显著提
高。然而，即便是成交价格合人心
意，很多时候，通过司法拍卖购得的
房产依然只是“看上去很美”。各种
风险，各种“后遗症”，让夺标者不
得不在成交价基础上额外支付更多费
用，最终无利可图。
叶子说自己有个朋友，早在
2008 年行情较为低迷时，曾以低于
市价 20%左右的价格，举牌拍到世纪
城一套住房。原本，这位朋友对于成
交价格还颇为满意，所拍房子也是打
算自住的。然而，等到 3 月交房之
时，房东却迟迟不肯搬出，无理要求
必须住到孩子放暑假，4 个月左右的
房租费遁于无形。而大约 4 个月后，
房东又提出，所有装修都是全新的，
要 加 20 万 元 ， 才 将 装 修 悉 数 赠 送 。
双方最终没有谈妥。最终，留给她这
位朋友的是拆了浴缸、马桶、水龙
头、吊灯，甚至损害了柜子、地板的
“残躯”
。
“我们正常的二手房买卖，都会
在合同中和房东详细约定好包含哪些
东西，然而，在房拍的成交合同中，
最多只写一句‘包含固定装修’，如
此一来，交房时缺这少那便成了常有
的事”叶子说，被破坏后的房子，既
无法自住，又难以出手，这笔房拍终
以亏损告终。
除此之外，拍卖成交后，除了购
房款要在 10-15 个工作日 （具体看约
定） 内付清外，夺标者还需要等待大
约一周的时间获取拍卖成交确认书，
另需少则一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收取
法院裁决书，之后才能办理过户，过
户时甚至还会碰到强制执行人不配
合，不出三证等麻烦。看来，要在法
拍房中捡到便宜，当真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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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银行人士，还是宁波市金融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人士都并不讳言，法
拍房尽管看上去很不错，但其中的
“坑”还是不少的。
最典型的是违约风险。法拍房资金
要求较高，拍卖前先交保证金，一般为
起拍价的 10%左右。如果竞拍成功，要
在 10-15 个工作日内 （具体看约定） 交
齐全部房款，否则房子不仅会被收回，
保证金还会作为违约金没收。因此，在
参拍之前，一定要做的是，与银行、置
业担保公司等相关金融机构确认贷款细
节。同时，可能涉及短期垫资，因此，
还必须提前找好确认能够受理的垫资公
司或者其他筹资渠道，切勿抱有侥幸心
理。
其次，是隐性费用。除了正常购房
中由买方承担的契税、增值税及个税
等，法拍房还有可能产生房产本身的欠
费 （水电气费和物业费等），以及过户需
要缴纳的其他税费。据悉，目前，长三
角这一带法拍房的水电、物业费等欠费
情况都会在该房产的详细信息中列明，
而有些法拍所得的房子，增值税会很
高，对于这些隐性费用，竞拍者需要心
中有数，并将其纳入到成本范畴加以考
虑。
此外，过户后的“清场”“清户”对
于购房者而言，不得不说是莫大的“后
遗症”。众所周知，法院只负责拍卖，具
体的交接、清场、清户完全由买方自己
搞定。比如，所拍房子事先已有长租
约，那么，所购住房便无法使用。而这
些，都是个大概率事件。

房产司法拍卖流程：
1、筹备：准备资金，提交押金，报名参与。
2、竞拍：参与竞标，赢得标物。
3、付款：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全款。
4、材料：联系法院，拿到司法拍卖所需的材料文件。
5、洗白：跑房管局，档案局等，洗白房产。
6、过户：完成过户，缴纳费用，拿到房产证。

首次在阿里拍卖参拍注意事项
1、仔细阅读竞买公告并实地看样，充分了解标的实际情况，法
院联系方式展示在标的页面上。
2、如有贷款需求，建议开拍前 3-5 天联系银行确认贷款详细方
案。
3、确定参加竞拍，务必确认已有实名认证的淘宝和支付宝账
号；事先点击查看个人账号注册流程、企业账号注册流程。
4、报名交保证金，建议提前 1-2 天缴纳保证金，交保成功即为
报名成功。
5、拍卖开始后方可出价，手机和电脑上均可出价，若报名成功
不想出价也可以不出价，保证金不会因此被罚扣。
6、如竞拍失败，保证金通常会原路退回；如竞拍成功，保证金
会自动转移到法院账户，并按照竞买公告中要求的方式支付尾款，
再等法院通知或主动联系法院办理后续交割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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