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创玖阙府南苑二号地块 2、3、4、5、6、7、8、12 号楼、三

号地块 4、5、7、8、9、10、15 号楼购房登记规则

根据《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知》（成办发

〔2018〕17 号）、《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成都市司法局关于商品住房开盘销售采用公证摇

号排序选房有关事宜的通知》（成房发〔2017〕137 号）、《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成都市司

法局关于商品住房开盘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序选房有关事宜的补充通知》（成房发〔2018〕

35 号）、《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成都市司法局关于完善商品住房开盘销售采用公证摇号排

序选房有关事宜的通知》（成房发〔2018〕51 号）和成都市公证协会印发的《成都市公证

协会关于办理商品住房开盘销售摇号排序选房现场监督公证及相关保全证据公证的指导意

见》以及《成都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关于进一步完善〈成都市商品住房购房登记规则指引（试

行） 〉和〈成都市商品住房公证摇号选房规则指引（试行） 〉的通知》相关要求，制定我

公司融创玖阙府南苑二号地块 2、3、4、5、6、7、8、12 号楼、三号地块 4、5、7、8、9、

10、15 号楼的购房登记规则。请有意向购买我公司该项目住房的购房人，按照以下规则进

行购房登记：

一、房源状况及分配情况

本次公证摇号开盘销售的全部准售房源共 214 套，面积约为 30103.42 ㎡，

其中 180.42 ㎡一室两厅单卫 1 套；112.73 ㎡三室两厅两卫 4 套；113.63 ㎡三

室两厅两卫 66 套；115.53 ㎡三室两厅两卫 1 套；137.17 ㎡四室两厅两卫 66

套；139.4 ㎡四室两厅两卫 1 套；140.93 ㎡四室两厅两卫 2 套；213.76 ㎡六室

两厅四卫 4 套；146.32 ㎡两室两厅两卫 16 套；149.93 ㎡两室两厅两卫 16 套；



180.7 ㎡三室两厅三卫 5 套；181.07 ㎡三室两厅三卫 16 套；181.18 ㎡三室两

厅三卫 3 套；182.51 ㎡三室两厅三卫 2 套；196.21 ㎡三室两厅两卫 3 套；197.55

㎡三室两厅两卫 2 套；199.09 ㎡三室两厅两卫 6 套；

上述房源中提供 75 套用于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优先摇号、优先选房，84

套用于刚需家庭优先摇号、优先选房；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选房范围为当期全部准售

房源，刚需家庭选房范围为当期全部准售房源中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选房后剩余的房源。支

持前述优先摇号、优先选房后，剩余的房源纳入普通购房家庭选房范围。

二、支持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优先摇号、优先选房

安置补偿协议在 2016 年 10 月 1 日以后生效的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以改造范围为

区域认定标准，根据“拆一购一”原则，遵照区域住房限购政策，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

我公司支持其优先摇号、优先选房：

（一）补偿协议生效后，未在我市住房限购区域内购买住房；

（二）补偿协议生效后，已在我市住房限购区域内购买住房，但购房日期为 2017 年

3 月 24 日之前，且所购房屋为二手住房。

三、支持刚需家庭购房需求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居民家庭，我公司支持将其列入刚需家庭优先摇号排序选房范

围：

（一）居民家庭包括夫妻双方、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离异（丧偶）父（母）和

其未成年子女，达到法定婚龄未婚、离异、丧偶等单身以个人为居民家庭；夫妻离异的，

购房登记时离婚应已满两年；

（二）登记购房人及其家庭成员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名下均无自有产权住房且自 2016

年 10 月 1 日以来无住房转让记录；



（三）登记购房人符合我市住房限购政策。

四、信息公示

(一)公告时间：2018 年 11 月 9 日至开盘销售结束时止。

（二）公告地点：融创玖阙府南苑销售中心现场（成都市成华区白莲池街道一里塘

路）、融创玖阙府订阅号 rcjiuquefu。

（三）公示内容：

1、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或现售备案）、购房登记规则、按序选房规则、商品房销售方

案；

2、全部准售房源（含户型），包括明确用于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刚需家庭优先摇号选购

的套数；按一房一价、明码标价的每套房源价格；装饰装修的，公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

的《成品住宅装修工程咨询报告收件回执》、装饰装修施工许可证；

3、网上登记时间、现场核验购房资格的地址、时间及注意事项；

4、公证摇号时间、摇号排序结果公布时间和选房时间等；

5、公证机构受理摇号排序选房公证的说明（包括公证机构名称、公证内容等）；

6、商品住房开盘销售公证摇号排序、按序选购流程；

7、其他按规定应公示的内容（如商品住房位于我市住房限购区域的，还应公示相关房地产

市场调控政策文件）。

五、网上登记

（一）登记时间：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1 日（共 3 天，每天 9:00-18:00）

购房登记时，登记购房人应按商品住房购房登记平台要求进行购房登记，填报家庭成

员信息（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除外），不得漏报、瞒报、错报。刚需家庭、普通家庭一次



只能参与一个商品住房项目购房登记、公证摇号、排序选房，在该项目公证摇号选房结束

后未能购房的，方可参与下一个商品住房项目购房登记。在此期间不能通过变换登记购房

人的方式参与其他商品住房项目购房登记。

（二）登记方式：登记购房人按我公司公示的时间，自行登陆成都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

（www.cdfangxie.com），进行购房登记，购房登记信息提交成功后，平台自动生成一个购

房登记号。商品住房项目购房登记规则确定的网上登记报名期限截止后，不得撤销或

变更购房登记信息。

购房登记时需添加房屋共有人的（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不得添加《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补偿安置合同备案表》以外的房屋共有人），房屋共有人须为购房登记时的家庭成员且符

合我市住房限购政策；刚需家庭登记购房人通过优先摇号排序选购首套商品住房后，购房登

记平台不支持其购房登记时的其他家庭成员再享受优先摇号排序选房资格。

注意：1.登记购房人对自己填报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2.未在网上实名登记但要求现

场购房登记或核验购房资格的，我公司将不予受理。

六、核验购房资格

（一）资格核验时间：2018 年 11 月 10 日-2018 年 11 月 12 日（共 3 天，每天 9:00-18:00）

（二）资格核验地点：请登记购房人按我公司销售现场、融创玖阙府订阅号 rcjiuquefu

通知的时间到成都融创玖阙府南苑销售中心提交需核验的资料（资格核验现场布置图

见附件 1）。

注意：1.登记购房人对自己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2.登记购房人在我公司上述公示、通知

的时间内未提交资料或未通过资格核验的视为无效登记。

（三）资格核验材料：请网上登记成功的购房人按照我公司上述公示、通知的时间，分批次



分时段至成都融创玖阙府南苑销售中心提交下列购房资格材料：

1.登记购房人的户籍证明或登记购房人社保缴纳明细、稳定就业证明（参考样式见附件 2）；

2.登记购房人的婚姻状况及其购房登记时的家庭成员的身份、户籍、婚姻状况等证明材料（夫

妻离异的，还应核验其离婚年限，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除外）；

3.登记购房人本人满足首付款条件的存款证明，资金冻结时间应至本项目预计的公证选房结

束时间 2018 年 11 月 25 日；首付款条件按照四川省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确定的四川省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 x 购房登记时本批次最低房源价款（不含装饰装修价款）

59.0122 万元计；因个人征信问题不能获得贷款的，登记购房人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不能贷

款购房后果；

4.登记购房人为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的，需核验登记购房人通过成都市房屋征收系统自助终

端机打印并经棚改实施单位加盖公章的《成都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合同备案表》

（货币补偿），打印地点：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自助终端机

5.登记购房人为重大招商引资项目和机关企事业单位引进的高端人才（含紧缺人才）的，需

核验登记购房人身份证明和区政府（或管委会）等出具的证明或人才绿卡；

6.登记购房人为部队所在地在我市的现役军人的，需核验其部队团级以上单位开具部队驻扎

地在成都限购区域的证明。

如登记购房人委托他人提交相关核验资料的，需核验委托书、委托人和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

等资料。

七、购房资格核验结果反馈和资料保存

（一）核验结果反馈。购房资格核验结束后，我公司将通过短信、微信等方式，将购房资格

核验结果反馈给登记购房人，包含购房登记号、登记购房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核验结果（未



核验通过的注明原因）等。

（二）资料保存。我公司将妥善保存已核验的购房资格资料，并将《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登

记购房人名册》、《刚需家庭登记购房人名册》和《普通家庭登记购房人名册》报送成都市房

产管理局，包括汇总的初始名册和核验通过名册。

八、购房资格复核

（一）资格复核时间：2018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7 日（以实际复核时间为准）

（二）复核部门。我公司对登记购房人提交的资料予以初核，资料齐备并完整的报成都市房

管局复核。

九、证据保全公证

购房资格复核后，我公司将及时将购房资格复核通过的《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登记购房人名

册》、《刚需家庭登记购房人名册》、《普通家庭登记购房人名册》报公证机构予以公证证据保

全。

十、名册公示

（一）公示时间：预计 2018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0 日（以实际复核完成后为

准）

（二）公示地点：融创玖阙府南苑销售中心现场、融创玖阙府微信订阅号 rcjiuquefu。

（三）公示内容：《棚改货币化安置住户登记购房人名册》、《刚需家庭登记购房人名册》和

《普通家庭登记购房人名册》，包括汇总的初始名册和复核通过名册（将姓做隐藏处理，将

身份证中出生年月日或其他证件后 4 位做隐藏处理)。

十一、摇号时间和摇号结果公示

（一）摇号预计时间：预计 2018 年 11 月 21 日（准确时间以摇号公告为准）

（二）摇号结果预计公示时间： 2018 年 11 月 22 日（若摇号时间变更，则结果公示时间



相应顺延）

（三）公示方式：融创玖阙府南苑销售中心现场、融创玖阙府订阅号 rcjiuquefu、

成都住宅与房地产业协会网站（www.cdfangxie.com）。

（四）摇号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

十二、选房时间和选房结果公示

（一）选房预计时间：预计 2018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8 年 11 月 25 日（准确时间以选房

细则为准）

（二）选房地点： 融创玖阙府南苑销售中心现场

（三）公示方式：融创玖阙府南苑销售中心现场、融创玖阙府订阅号 rcjiuquefu。

注意事项

（一）请登记购房人真实填报登记信息。登记购房人提供虚假信息或者符合条件参与摇号连

续 2 次不参与按序选房的，我公司将提请行业协会在相关网站曝光；涉及房地产行业从业

人员的，提请行业协会予以通报批评并记入信用档案；购房登记平台 1 年之内不受理上述

人员填报信息。

登记购房人对填报信息和提交资料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负责，提供虚假信息或漏报、瞒报信息

以获取购房资格、优先摇号选房资格的，我公司将提请行业协会在相关网站曝光；

对于刚需登记购房人有前述情形之一，购房登记平台 3 年内不再受理刚需登记购房人及其

购房登记时的家庭成员填报信息。

（二）请登记购房人认真填报登记信息。请确保登记、摇号、选房、签约主体信息（姓名、

身份证明等）一致。涉及共同购买的，登记购房人须按购房登记平台提示，完善登记购房人

信息，共用一个购房登记号，凭此号共同参与公证摇号、选房、签约，中途不得变

http://www.cdfangxie.com


更或增减共有人。

（三）举报电话。如果您发现我公司或委托的中介机构有下列行为的，请及时向成都融创辛

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或房产行政主管部门举报：

1.设置仅有利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或中介机构内部、全款支付等部分购房人的登记条件；

2.设置捆绑销售、挂牌价外收费等不利于购房人的登记条件；

3.公司员工或委托机构员工强制或私自收取排号费，渠道费，诚意金或其他预订款性质费用；

4.提供或协助登记购房人出具虚假购房资格材料；

5.要求登记购房人到指定的银行打印银行存款证明；

6.要求登记购房人打印的存款证明高于登记购房人首付款条件；

7.对符合登记条件的意向购房人不予登记；

8.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成都融创辛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举报电话：028-82361111

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举报电话：12345

附件 1：资格核验现场布置图



附件 2：稳定就业证明

稳定就业证明

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

姓名：（身份证号：），系我单位工作人员。该同志自年月日起在我公司位于：办公

地点连续工作至今。如证明失实本单位愿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证明。

（此证明仅用于该工作人员购买住房进行限购审查）

公司名称（公司公章）：

X 年 X 月 X 日

附件 3：

购房资格现场核验应急处置预案

主要内容及注意事项

为确保融创玖阙府南苑二号地块 2、3、4、5、6、7、8、12 号楼、三号地块 4、5、7、8、

9、10、15 号楼购房资格现场核验阶段平稳、顺利实施，我司在切实贯彻成都市相关商品



住房调控政策及要求的基础上，结合项目特点特制订实施保障方案及应急预案如下：

一、现场核验前，我公司将核验时间、地点等相关事宜报高新区街道、派出所等部门备案。

二、协调高新区电力局，确保核验当天的电力供应，做好断电的应急处置预案。同时现场准

备两台备用发电机及相关电力维护人员，确保用电稳定与安全。

三、我公司高度重视购房资格现场核验事宜，整合全公司资源，组织精干力量，现场配备了

7 台专属核验电脑设备，25 名工作人员，20 名安保人员到现场指导，确保此项工作顺利开

展。

四、核验现场，我公司营销总监李世边现场督导办公，项目营销策划负责人谭跃现场全程指

导，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协调处理。

五、建立分组负责机制，按照现场核验、舆情管控、秩序维护、突发事件处置、安保等职能

成立相关应急处置小组，明确各小组职能、责任人等，各小组按照职能分工保证现场秩序。

成都融创辛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 0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