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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图

日前，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

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201 5年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决定启动“ 天网”行动。

“ 天网”行动是中央反腐败协调

小组部署开展的针对外逃腐败分子

的重要行动，有关部门将从今年4月

开始，综合运用警务、检务、外交、金

融等手段，集中时间、集中力量“ 抓捕

一批腐败分子，清理一批违规证照，

打击一批地下钱庄，追缴一批涉案资

产，劝返一批外逃人员”。

据了解，“ 天网”行动由多个专项

行动组成，分别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安部、人民银行等单位牵

头开展。公安部牵头开展“ 猎狐

201 5”专项行动，重点缉捕外逃职务

犯罪嫌疑人和腐败案件重要涉案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开展职务犯罪国

际追逃追赃专项行动，重点抓捕潜逃

境外的职务犯罪嫌疑人。人民银行会

同公安部开展打击利用离岸公司和地

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专项行动，重

点对地下钱庄违法犯罪活动，利用离

岸公司账户、非居民账户等协助他人

跨境转移赃款等进行集中打击。中央

组织部会同公安部开展治理违规办理

和持有因私出入境证照专项行动，重

点对领导干部违规办理和持有证照情

况进行清查处理，并对审批、保管环节

负有责任人员进行追责。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

工作办公室主任黄树贤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

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加强防逃

工作，布下天罗地网，决不能让腐败

分子躲进“ 避罪天堂”、逍遥法外。中

央纪委五次全会对国际追逃追赃工

作提出明确要求。中央和地方各有关

职能部门要按照中央精神和“ 天网”

行动方案，统一行动，密切配合，布下

天罗地网，坚决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

之以法。 据新华社电

烂尾楼是购房者心中梦魇。被

称为济南“ 第一烂尾楼”的彩石山

庄，殃及2000多名购房者，引发长达

8 年多的群 体 性 上 访 维 权 。 日 前 ，

1 700多名购房者拿到逾8亿元执行

款，一些购房者拿回购房款时喜极

而泣。

这起全国涉及人数较多、标的额

较大的“ 烂尾楼”群体性事件成功处

置，是经济南法院坚持法治方式，形

成“ 购房户债权优先赔偿”意见，并

经最高人民法院答复认可才最终得

以打开“ 死结”。

这一购房者债权优先于银行等

其他债权人赔偿的处置方式，开创了

司法先河，为全国众多处理“ 烂尾

楼”债权关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启示。

历经 8 年多逾 8 亿元
“ 烂尾”购房款终返还

彩石 山 庄 在 济 南 曾“ 赫 赫 有

名”。2006年6月，作为山东省属企业

的三联集团推出这个房地产项目，主

要建设高档景观洋房和双拼、联排别

墅等。最初对三联集团职工内部销

售，随后扩大到对外销售。

“ 那时房地产一片红火，尽管彩

石山庄离市中心约20公里，但依山而

建环境优美，且每平方米2600元的均

价很有吸引力。”济南购房户王鹏告

诉记者，他拿出35万元买了一套1 30

多平方米的大房子。

据了解，21 46户购房者交纳总房

款近9亿元，每户40万到上百万元不

等，其中1 741 户购买了“ 五证”不全

的水晶花园和白领公寓项目，405户购

买了手续齐全的绿松苑和尚华居项

目。按照合同规定，2008年1 0月交房。

当购房者还沉浸在等待入住新

房的喜悦中时，随后却让他们始料不

及。曾在家电销售等领域全国知名的

三联集团，因为资金链断裂走到了破

产边缘。2008年9月，项目全面停工。

记者日前到项目所在地看到，工地还

是停工时的样子，除少数在建楼封顶

外，大部分仍是一片空地，杂草丛生、

破败不堪。

购房者有人将原来唯一房产卖

掉，本想买房养老，但因迟迟未交房

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有想买婚房的

年轻人，结婚数年后仍住不上新房。

针对此事，山东省最终确定了

“ 按照法治思维，在法律框架内予以

解决”的工作思路。去年9月底，济南

市中院启动对彩石山庄项目的人民

调解程序，去年1 0月，涉案979亩土地

的使用权以及地上建筑物被顺利以

1 6.296亿元拍卖成交。

截至201 4年底，济南法院共向与

三联达成人民调解协议的购房群众

发放执行款约8.2亿元，1 700多户购

房户息诉息访。

年逾六旬的李建刚2007年花40

万元买了一套房，如今领到53万元执

行款，“ 多年上访都未解决，如今终于

了却一大心事”。

据了解，其余400余户购买手续

齐全的绿松苑和尚华居项目的购房

户，今年3月执行款也进入人民调解

和司法确认阶段。

法治“ 钥匙”
打开烂尾楼盘“ 死结”

彩石山庄一案揭开了全国“ 烂尾

楼”的冰山一角。多地频现的“ 烂尾

楼”，因其涉及人数众多、矛盾复杂，

成为各地头疼的“ 老大难”问题。

记者了解到，此事棘手根本症结

在于三联集团债务纠纷复杂，严重资

不抵债。彩石山庄979亩土地承载着

共计35亿多元的债权负担，涉及多家

银行的查封债权，以及建筑工程承包

人、购房户、失地农民、企业职工等多

个利益主体。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

延杰说，自然人相对于其他机构和公

司属于弱势群体，从立法精神上应当

给予优先考虑。“ 但由于三联涉案土

地等可供执行的资产被层层抵押，我

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和司法解释规

定购房群众的购房款及利息可以优

先于抵押权人进行受偿，这意味着司

法解决的最终结果可能是购房群众

的利益无法得以实现。”

经反复调研论证，济南中院形成

了购房人的购房款返还请求权优先

的意见，并通过山东省高院向最高法

院报告。201 4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答

复认可购房户的基本债权应优先受

偿的意见，为以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扫

清了法律障碍。

“ 最高法院对彩石山庄问题的批

复相当于司法解释，是具有法律效力

的，但并不是修改法律，不需经人大

立法程序。”全国律师协会建筑工程

委员会委员、山东豪才律师事务所律

师周长鹏说，这为我国解决同类问题

树立了新的法律适用范式，对全国其

他地方以法治方式处置烂尾楼问题

具有非常强的指导作用，开启了司法

先河。

“ 相比于银行、建筑商等其他债

权人，用血汗钱买房子的购房者属于

弱势个体，最高法院批复购房户的基

本债权优先受偿体现了民生本位，体

现了我国法治进步。”山东鹏飞律师

事务所主任律师傅强说。

傅强表示，在购房者优先受偿

后，银行、建筑商等其他主要债权人

的权益可在土地二次处置后获得相

应受偿。

专家指出，购房者也应增强风险

意识，并承担相应责任。一些购房者

与三联签订买卖协议时，三联没有取

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买卖双方均有

过错。济南市依法认定，三联作为主

要过错方除返还房款本金外，还赔偿

群众80%的利息损失，购房群众自行

承担20%的利息损失。

周长鹏说，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

动不动产登记，在签订完商品房买卖

合同后，购房者应及时到建委部门进

行网签，对自我权利进行预登记；对

于可办理房产证的商品房，早日拿到

房产证是保障自身权益的最有力“ 武

器”。

据新华社电

高法确认“ 购房户债权优先赔偿”
打开“ 烂尾楼”欠款死结

我国启动“ 天网”行动 抓外逃贪官
决不让腐败分子躲进“ 避罪天堂”逍遥法外

多地出台政策
房产后市或触底反弹

回购商品房、调高公积金贷款额

度、发放购房补贴、为房企“ 减压”

⋯⋯为稳定住房消费和房地产业健

康发展，各地相继出台了“ 微刺激”

政策。分析人士认为，楼市政策将会

逐渐有利于百姓消费，预计房地产后

市或将触底反弹，但去库存仍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

“ 微刺激”或促后市触底企稳
一段时间以来，为提振楼市，加

快去库存，各地相继推出台“ 微刺

激”政策，其中，调整公积金政策、政

府回购、货币补贴是主要的手段。据

不完全统计，去年下半年以来，福州、

长沙、济南、苏州、南京、武汉、贵阳、

长春、成都等30多个城市对公积金贷

款政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

随着地方稳定楼市政策的出台，

以及降息、降准影响，楼市下行开始

减速。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

为，3月下半月市场有望告别签约淡

季，预计重点城市的3月市场将出现

明显环比大幅上涨，同比将有一定程

度上涨。

上海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

预计，二季度是房价的一个拐点。他

说，从去年1 2月开始，一线城市的房

价，总体来看已经止跌，其中深圳明

显开始上涨。这正是每轮房地产周期

中的特有现象：一线城市率先反弹，

其后二线跟进。“ 总体看，预计70城房

价将于二季度止跌。”

稳定楼市还有哪些“ 工具”可用？
有业内人士建议，地方可放开高

端住宅项目的预售证管理，高端楼盘

的集中入市或可激活当地改善型需

求，从而带动市场成交量的活跃度。

对于库存较高的城市，可尝试把

存量房转化为公租房和安置房，但这

一建议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还存在一

定难度。比如房源如何定价，收购资

金从哪来。不过，有业内人士建议政

府可出面承租存量房，再转租给租客

更具操作性。即由政府搭建平台，为

供需双方提供保障。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认

为，还可采取鼓励人才购房等措施，

将户籍制度与购买房产直接结合以

刺激房地产市场复苏和回升。去年广

州重新启动了本科学历入户措施，外

来人才租房满一年可申请入户。

上海易居研究员严跃进认为，因

城施策，也意味着接下来地方出台楼

市调控政策的差异性会比较大。如福

建会否结合自贸区的建设，出台支持

台商购房的政策等。对于依然实行限

购政策的城市来说，也可适当放宽社

保缴费政策来“ 曲线”放松限购，扩

大符合购房资格群体范围。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