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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荆窝窝

2017 年度荆门房企信用评级揭晓
3A 级 12 家、2A 级 143 家、A 级 59 家、B 级 12 家、C 级 5 家
荆门晚报讯（记者陈兴国 通讯员袁凯
李婷 ）6 日，市房管局对外公布：2017 年度
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已
全部结束。 231 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参评，经
最终审核确认，荆门市楚荣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等 12 家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为 3A。
据悉，为推进房地产市场信用体系建

设， 提高房地产开发企业诚信经营意识，
根据 2013 年出台的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房地产开发管理工作的
意见》和《荆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管
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市房管局组织
开展了 2017 年度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
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全市共有 231 家房地

产开发企业参加了信用等级评定活动。 经
企业申报、县(市、区)房管部门初评、市房
管局复审，并进行公开公示，最后确定信
用等级。
6 日， 市房管局公布了 2017 年度房
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结果：荆门市
楚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北誉华荣泰

置业有限公司等 12 家为 AAA 级信用
企业； 湖北洋丰逸居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荆门民诚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143 家为
AA 级信用企业、荆门市景山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等 59 家为 A 级信用企业。 另外
还有 12 家被评为 B 级信用企业，5 家被
评为 C 级信用企业。

信用等级可不是评着玩的
企业信用等级低将被重点监管
信用等级是市民选房参考依据

荆门晚报讯 （记者陈兴国 通讯员袁
凯 李婷 ） 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等级有什
么用？ 它会对企业和市民产生什么影响？
昨日，晚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房管局有关
负责人。
对开发企业而言， 获评的等级不一
样，享受的待遇就不一样：房管部门对不
同信用等级的企业实行差别化管理。
评为 AAA 级的企业，将入重点扶持
的骨干房地产开发企业名单； 优先推荐
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具有市场准入、资
质升级等优惠政策支持； 放宽预售资金
的监管额度， 其预售资金重点监管范围
为同期商品房预售资金的 20%， 监管账
户内的资金余额在项目主体工程单体验
收合格后可降低至同期投资总额的 2%；
在参与国家和省、市评比表彰中，予以优
先推荐。
评为 AA 级的企业， 推荐参与保障
性住房建设，属向有关管理部门评比表彰
和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授信推荐企业；适
当放宽预售资金的监管额度，其预售资金
重点监管范围为同期商品房预售资金的
30%，监管账户内的资金余额在项目主体
工程单体验收合格后可降低至同期投资
总额的 4%。
评为 A 级的企业， 按日常开发经营
行为进行管理。
评为 B 级的企业，限期整改，商品房

预售资金全额纳入重点监管范围。
评为 C 级的企业， 纳入重点监控对
象； 当地房管部门应对企业法人代表进
行诫勉谈话，并提出限期整改方案；商品
房预售资金全额纳入重点监管范围；建
议资质作降级或注销处理， 依法限制其
开发经营范围， 资质证书到期时原则上
不予换证。
对市民来说，买一套房子的钱不是小
数目，在关注房价的同时，你更应该关注
的是开发企业的信用等级。如果买房时遇
到信用等级差的开发企业，随之而来的问
题难以预测。
但如果你关注开发企业的信用等级，
就可以基本掌握他们的
“诚信”情况。因为
房地产开发企业信用评价都有硬性指标，
它包括开发经营行为、社会贡献和社会评
价指标。其中开发经营行为指标包括合同
信用、销售与售后服务信用、投诉上访、行
政处罚、司法诉讼、行业管理等情况；社会
贡献指标包括依法纳税、参加社会公益事
业、社会责任履行等情况；社会评价指标
包括政府及相关部门、社团组织、消费者、
舆论监督等评价情况。
在此， 市房管局有关负责人提醒，房
地产开发企业必须重视信用等级评定，平
时更要注重信用的建立； 市民若想放心、
安心购房，选房前不妨多关注开发企业的
信用等级。

全市房产中介“
信用排行榜”出炉
荆门晚报讯 （记者陈兴国 通讯员袁
凯 李婷 ）6 日， 市房管局完成了 2017 年
度全市房地产经纪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并
对外公布结果。
据悉，全市共有 24 家房地产经纪机构
参加了 2017 年度信用等级评定活动，经房
地产经纪机构申报、市房地产估价与经纪协
会和市房管局审查公示后，确定湖北永庆置
业代理有限公司、荆门鼎创置业代理有限公
司 2 家为 AAA 级， 荆门市联家置业代理
有限公司等 21 家为 AA 级，武汉居明房地
产顾问有限公司荆门分公司为 A 级。
本着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的原则，房
地产经纪机构信用等级的使用按下列规
定执行：
AAA 级机构，列入重点扶持的骨干
房地产经纪机构名单；具有推荐参加优秀

经纪机构评选活动的资格；作为优秀信用
企业推荐给银行等金融机构及社会公众；
优先办理存量房交易网上备案工作。
AA 级机构，可申报参与优秀经纪机
构评选活动，优先办理存量房交易网上备
案工作。
A 级机构，可以正常开展相关的业务
工作，按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管理。
此次评定没有 B 级和 C 级机构，
若被评为 B 级机构，将对其相关业务办
理严格审查并加强日常监管；法定代表
人或主要负责人 须 到 当 地 房 管 部 门 说
明情况，并提出限期整改方案，在整改
期间不受理分支机构备案，暂停办理存
量房交易网上备案；不推荐参与相关部
门表彰活动。 而 C 级机构，属重点监控
对象；停止办理相关业务，取消其备案。

7 日上午，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住建系统扶贫领域政策落实监察系统数据
汇集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市房产管理局、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各县市区房管、
公积金相关负责人参加收听收看。会议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明确政策要求，加强督
办检查，严明纪律，按期保质保量完成住建部门与“扶贫领域政策落实监察系统”
数据共享工作。
荆门晚报通讯员 袁凯 张程 摄

迷恋凯旋湾，日月为之动情
荆门晚报记者 周立丽
凯旋湾， 一幅 44 万方恢宏巨著，
这幅巨著里呈现了开发商什么样的思
维与智慧？
浓墨重彩雕琢的建筑，采用欧式简
约风格、古典欧式风格主元素与现代生
活元素进行勾兑，超宽楼间距、入户有
花园、38.2%的绿化率、 每户 270 度旋
转观景视角傲视全城、 两大中央广场、
精心构筑五大欧式皇家组团园林景观、
1.2 公里双向水岸、1.5 公里亲情绿道。
在这幅泼墨山水画里，开发商顺力置业
有限公司打造一部令人走心的作品，如
传世的青花瓷美丽，只为遇见您，埋下
伏笔。
这 幅 巨 著 里 ，5.2 万 方 的 园 林 景
观区， 为欧式皇家组团园林景观，以
原生 地 貌 为 设 计 雏 形 ， 依 势 造 出 台
地、坡地景观，错落有致的 立 体 景 观
集绿地、花园、水岸为一体，各组团景
观融合零星小品， 别蕴欧洲风情，业
主的家在园中、园在景中。 1:1 停车
位，同时人车分流，让爱车有家，同时

业主不受汽车的骚扰， 凌波微步，畅
想生活的美好。
生活在精萃的居住领域，呼吸着自
然的水岸气息；
在这里，处处是美景，沉醉不知归
路，连花鸟迟迟不愿离开；
迷恋凯旋湾，日月为之动情，请把
心放纵在这悠悠的水岸生活里。
水岸生活， 引领城市主流生活，抛
开一切繁文缛节，一切约定俗成，将大
自然搬到这里，给业主真实的领域感和
归属感。
让呼吸融在大自然的旷野里，
让眼睛陶醉在漫游的诗画里，
让情怀在河水反照中波光粼粼，
……
花园里的住宅， 演绎欧式贵派风
格，水岸生活，幸福生活的版图。在凯旋
湾，自然水景蜿蜒贯穿整个小区，仿佛
置身塞纳河畔，感受纯正欧式浪漫临水
风情，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
不是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