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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两个好朋友一

起凑了300多万元，拍下“阿里

拍卖”司法拍卖频道的一套写

字楼。到法院办手续时，法院

说，当初，你们只上报了一个人

的名字，现在法院成交裁定书

也只能写一个人，朋友的名字

不能加上去作为共有房产。

这涉及到法拍房有个叫

“联合竞买”的手续——不管

个人还是大公司都有可能忽

略，而一旦忽略麻烦很大。

前阵子，宁波市海曙区法

院在淘宝司法网拍频道挂出

了一套位于奉化市某地的房

产，龙先生相中了。苦于资金

不够，龙先生就与好朋友成先

生核计了一番凑资金共同出

资购买，并由龙先生出面竞

拍。拍卖很顺利，龙先生成功

拿下写字楼。成功后，龙先生

到法院签成交确认书时提出，

想要将成先生的名字一并写

入，没想到被拒绝了——原

来，两人没有仔细看法院拍卖

公告，在拍卖之前没有到法院

办理联合竞买手续。竞拍结

束后，就无法将另一出资方名

字加入。

如果等房屋产权登记到

拍得人名下之后，是否可以

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再加名

字？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法

律关系了。这种在产权证上

“加个名字”的法律实质是买

卖或者赠与，也就是说将房

产的一部分产权过户到他人

名 下 ，这 中 间 还 会 产 生 税

费。所以，最方便的做法就

是联合出资人在拍卖前到法

院去办个联合竞买的手续。

宁波海曙区法院诉讼服

务中心主任袁满君说，现在联

合竞买的情况不少。亲戚朋

友一起出资，就会提前到法院

办理联合竞买手续。可以是

大家共同共有，也可以按份共

有，把各自份额事先都约定好

并到法院备案。一旦网拍成

功，法院最后出具的裁定书，

就会直接按照备案信息来。

到时候，拍得人拿着成交裁定

书，就可以直接到不动产登记

中心去登记办证。曾经，有四

兄弟联合竞买一套房，房款大

家分头出，作为共同的投资。

联合竞买手续很简单：竞拍前

3个工作日，联合出资人一起

带上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到

法院来办理联合竞买手续，确

定由某一位出面竞拍。

有两种情况，可以不办理

联合竞买手续而直接加名字：

1、夫妻之间，只要一方

竞拍成功，前来法院办理成

交确认手续时，只需要夫妻

双方持有效证明（户口本、结

婚证）原件复印件即可作为

共同买受人；

2、父母与未成年子女之

间，只要父母竞拍成功，要求

加未成年子女名字的，前来办

理成交确认手续时，只需带上

能证明双方之间父母与子女

关系的有效证明（户口本）原

件即可作为共同买受人。

本报首席记者 肖菁

通讯员 葛凌滢

两个好朋友联手法拍了一套写字楼
却忽略了一道程序，结果——

共同出资300万
房产证上只能写一人

在一房难求，买房摇号的

今天，法拍房因为不限购受到

很多人关注。不过，购买法拍

房还是有不少要注意的地方。

比如，看拍卖的房产属

性，包括年限、土地出让性质、

是否拿到房产证。如果土地

是划拨的，二次交易时还要补

交土地出让金。如果是预售

房，由于不能立刻拿到房产

证，可能还面临着二次纠纷；

还要注意拍卖房产的产

权共有情况，比如夫妻双方

共有产权；是否有第一债权

人之外的其他债权人，如长

期租赁合同；是否被其他机

构查封；

另外，还要注意调查下拍

卖房是否有大量欠费，包括物

业费、取暖费、水电费等，部分

房产因长期无人居住，可能面

临数额较大的欠费；

同时，还要查看房屋现状

和破坏状况，否则未来可能会

因修缮需要大量支出。有的

拍卖房可以现场查看，部分则

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实地察看。

除了不限购，现在法拍

房还能贷款，但是不能公积

金贷款，只能商业贷款。

不限购的法拍房，注意点蛮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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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直销银行系列产品，限70周岁以下客户购买。
新晋财富客户：认购前在我行金融资产不满300万元，
认购后达到300万元。
新晋私行客户：认购前在我行金融资产不满600万元，
认购后达到600万元。

具体产品及要素以我行发布的理财产品说明书为准。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风险提示：以上理财产品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不等于
实际年化收益率。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更多资讯请关注南京银行杭州分行微信：njcbhz

直销银行下载请扫码二维码

新晋财私，预期年化收益率高达5.65%
产品名称

稳鑫保本（保证收益型）
双季盈（新晋白金卡）
杭州特供（潜力以上）

季安享（新客户）
季季鑫（新晋财富客户）
双季鑫（新晋财富客户）
双季鑫（新晋私行客户）

期限（天）

364
182
182
91
91

182
182

预期年化收益率

4.50%
5.30%
5.40%
5.45%
5.50%
5.50%
5.65%

起点金额（元）

5万起
50万起限购100万
20万起限购100万
5万起（限直销银行）
20万起限购600万

300万起限购600万
100万起限购600万

销售日期

7.11-7.17

本报讯 桌上、椅子上、

床上、地上⋯⋯15 平方米的

房间里，处处堆满了各种生

活垃圾和杂乱的衣物；十多

个塑料瓶、易拉罐散落其间，

无以计数的外卖盒、方便面

盒堆满了两米长的过道；喝

了一半的粥和发霉的牛奶，

在床头柜上散发着异味⋯⋯

看到这个像垃圾场一般

凌 乱 的 房 间 ，你 会 想 到 什

么？你一定难以想象，它其

实是杭州一家酒店的客房！

而且，它的主人是一位白净

又漂亮的90后姑娘。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昨

天，记者来到这家酒店。

漂亮姑娘变得反常
酒店工作人员小李（化

名，下同）对姑娘印象深刻。

小李说，这个姑娘是今年 5

月下旬入住的长包客人，房

费每天160元。“她说在附近

工作，没找到合适的房，所以

在酒店里过渡下。”

“姑娘长得很漂亮，瓜子

脸，大眼睛，白白净净的。”小

李说，前半个月很正常，“她

性格也很好，开朗、爱笑，平

时会主动和我们聊上几句。”

可 6 月份，事情越来越

不对劲了，“她不让保洁员进

房间打扫卫生，人也变得神

龙见首不见尾，只有拿外卖

能看到她。”小李说，按规定，

对于长包客人的房间，酒店

要一天一查的，“我们也去跟

她沟通，她说自己的工作换

成了晚班，白天想睡觉，也不

喜欢别人碰她的东西。”

一个多月，姑娘都没让

保洁员进过房间。小李越想

越担心，“怕姑娘出事。”

7月4日，正值杭州翠苑

派出所民警来酒店例行检查，

工作人员就反映了这个情况。

民警苦劝被拒绝
一个多月都不许保洁员

进房间？民警周旭顿时觉得

可疑，便敲开了姑娘的房间。

打开门的瞬间，大家都

惊呆了：“整个房间几乎没有

可以下脚的地方。姑娘的三

个行李箱都是打开的，穿过

没穿过的衣服堆放了一地，

一张双人床的半边都是各种

垃圾，很多外卖盒堆在2到3

米长的过道处，桌子上、床

上、地上还有 10 多个塑料

瓶。房间里一股外卖混杂着

霉变的异味⋯⋯”

周旭禁不住头皮发麻，

无法将这凌乱发臭的房间和

眼前白净的姑娘联系在一

起。

周旭向姑娘确认：“这是

你住的地方？”姑娘一脸无所

谓回答：“是啊。”

“你为什么不让保洁打

扫房间呢？”姑娘回答：“我东

西 多 ，不 喜 欢 别 人 动 我 东

西。”

周旭心想，都乱成这样

了，这屋子还住得下去？在一

地垃圾中，周旭步履维艰地对

房间进行了仔细检查，除了脏

乱倒也没发现其他异样。

周旭将姑娘带回派出所

了 解 情 况 ，核 实 到 姑 娘 是

1993 年生，湖南人，来杭工

作半年。做完核查，证实姑

娘并无违法行为后，周旭让

姑娘回了酒店。事后，周旭

总觉得不踏实，再次到酒店

试图说服姑娘让保洁把房间

打扫干净，消除安全隐患，无

奈两次都扑了空。

昨天上午，姑娘说找好

了房子，并且从酒店退房了。

小李告诉记者，姑娘退

房后，“酒店派出了两个保洁

员一起上，打扫了 1 个多小

时终于把房间收拾干净了

——正常情况下，打扫一个

房间只需要一个保洁员花

25 分钟就够了。收拾出来

的垃圾装满了七八个垃圾

袋。

三个行李箱全散开衣服洒一地，无数个外卖盒堆满2米过道，床头的粥和牛奶散发异味

一个月都不让打扫房间，酒店无奈向警方求助

这哪是一个姑娘家住的房间
本报记者 陈锴凯 张蓉

通讯员 陈红娟

酒店原貌

姑娘居住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