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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目由宁波市房产市场
管理中心与本报共同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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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打开“宁波市房产交易信息服务
网”，点击首页的“商品房”。

第二步，点击“待售项目”，选择楼盘，点击
“我要认购”。

第三步，页面跳转进入浙江政务服务网，
点击“个人”登录。

第四步，阅读“办理须知”，点击“我已了
解”，随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无房家庭”。

第五步，录入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信息：姓
名、电话、身份证号（护照编号、军官证或士兵
证号）购房意向资格、户籍所在地、婚姻状况、
曾用名等，同时上传对应资料：市六区户籍家
庭需提供家庭成员的身份证明信息、户籍证
明、结婚证/离婚证/死亡证明、验资/认筹材料
等；非市六区户籍家庭，除上述资料外，还要提
供家庭成员在市六区近三年内连续缴纳24个
月且无补缴记录的社保证明或宁波人才认定
部门出具的人才证明。

第六步，录入上述资料后，点击“提交申
请”等待系统审核。

第七步，申请人可在登记系统“个人意向
清单”里，查看系统审核结果。

第八步，审核完成后，会在宁波市房产交
易信息服务网上公示，然后参加摇号，选房、签
订购房合同、网签、贷款。

无房户优先摇中的房源
网签时可否改成其他人名字？

前些天，江北一个超级热门的新盘摇号结
束，有个没摇中的购房者在朋友圈看到这样一条
信息：市区某楼盘出一套无房户优先摇号房源，
有意向者私信，马上网签。他不禁有些心动。

心动归心动，但担心也是有的——有购房者
就来问我们：无房户优先摇中的房源，真的可以
改名网签？不会是骗子吧？

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事说个清楚。

首先一点要搞清楚的是：新房的
买卖合同网签备案流程，是什么样
的？

宁波市房管中心方面向记者介
绍说，当前，我市商品房买卖合同网
签备案业务已依托信息技术，实现了

“线上网签+短信确认+银行资金确
认+自动备案”的全流程自动化管理
体系。

在网签过程中，信息系统会对购
房人经申请获得的购房资格进行审
核。

网签完成后，系统会自动给购房
人预留的手机号码发送验证短信，开
发商只有在5分钟内获得短信中的
验证码并输入系统后才能完成合同
确认。商品房预售项目还需要资金
监管银行确认首付款资金入账情况。

最后，开发商上传签章页并完成
备案后，系统会自动给购房人预留的
手机号码发送备案成功提示短信。

在这样一套网签备案流程下，无
房户优先摇中的房源想要在网签时
改名给不相干的人，基本没有可能！

只有一种情况，可以在买卖合同上改名、
加名或减名。

市房管中心方面介绍说，无房家庭优先认
购新建商品住房的，在网签时不得变更主申请
人，但可以加上主申请人配偶的名字。

比如，如果一开始主申请人是丈夫，想改
成妻子的名字，则只能在网签后，在合同当事
人双方同意且该房屋未抵押按揭或抵押按揭
已还清的情况下，由开发商发起合同变更业
务，变更为购房人配偶。

另外，网签时加上了配偶的名字、已经变
成夫妻两个人的了，又想减名、改成一个人的，
也只能在网签后，在合同当事人双方同意且该
房屋未抵押按揭或抵押按揭已还清的情况下，
由开发商发起合同变更业务进行减名。

无房户优先摇中的房源，除了上面改成或
加上、减去配偶名字的情况，其他情况下，一律
严禁更名！

市房管中心提醒大家，商品房合同更名有
严格的政策规定，要特别提防无良中介的欺诈
行为。

如果你发现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
或变更备案过程中存在违法违纪现象的，可
据实向属地住建部门或纪检机关反映。

有人说，可以不改名，让优先摇中后又不
想要的无房户“代持”。

按照现行政策，无房户优先摇中的市区商
品住宅，限售五年——限售期从不动产权证办
出的时间起算。

期房，从开盘摇号到交付，如果是精装修
的，一般要两年半左右时间；交付后办证，短则
一两个月，长则可能半年。再加上五年的限售
期，意味着你叫人“代持”的房子，差不多得八
年后才能卖。

这将近八年的时间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
生……个中风险，一般人恐怕都是不敢去承受
的吧？（我们“宁波楼市报道”微信公众号此前
曾报道过“代持”出事的案例，可参见《因为限
购，一套2600多万的住房，他叫别人“代持”，产
权证写了别人名字，结果出事了……》）

最后，再附上现行宁波楼市调控政策对于无
房户的资格认定条件，以及无房户优先认购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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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答疑”专栏由宁波市房产市场管理
中心与宁波晚报共同主办。

本专栏每期都会筛选一批问题——每次的
问题数不一定一样、可能多可能少，在得到相关
职能部门权威答复后，公开刊发在宁波晚报、甬
上APP以及我们“宁波楼市报道”微信公众号上，
供大家买房、卖房参考。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群——“宁波楼市报道
—房产政策咨询群”，问有关买房、卖房政策方
面的各类问题。因为群
内人数已经很多，现在
入群，需要大家先加小编
工作微信，并务必备注

“房产提问”，小编会及时
拉进群。 记者 曾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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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房户认购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