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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1 在认购阶段开发商未告知购房人商品房为“商办房”性质的，购房人有权拒绝签订正式合同

杜某诉某房产公司商品房预约合同纠纷案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

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十大典型案例

案件6

案件5

案件2

案件3

案件4

案件7

案件8

案件9

案件10

约定商品房交付条件低于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这一法定标准的，应按法定标准履行

赵某诉某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孙某与某房产公司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附件《开发
商关于遮挡或妨碍房屋正常使用情
况的说明》载明“该商品房不存在
大、中型遮挡物及妨碍房屋正常使
用的情况”。孙某收房后发现商品
房阳台被毗邻会所屋顶遮挡，影响
采光和景观，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某房产公司赔偿损失。

【法院裁判】商品房客厅阳台正
向被毗邻的小区商业文化活动中心

的屋顶和挑檐遮挡，影响了商品房
采光，活动中心屋顶平台上放置的
一些配套设备亦影响商品房观景视
线，同时活动中心屋顶平台与商品
房客厅阳台间距很近，商品房住户
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孙某与房产公
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上述
不利因素尚未形成。某房产公司在
销售时仅向孙某告知商品房与活动
中心相邻，未告知活动中心的楼高、
与商品房的间距以及对商品房的遮

挡程度等，未完全尽到提示说明义
务，法院判决其按购房总价款的
3%赔偿孙某的损失。

【指引意义】在商品房销售过程
中，开发商有义务和能力披露所售
商品房的不足和瑕疵信息，不应隐
瞒商品房存在问题的真实情况。开
发商未履行提示说明义务，而已售
商品房的瑕疵影响整体使用功能和
价值，造成购房人预期的心理舒适
度降低的，开发商应承担赔偿责任。

开发商销售时未如实全面告知商品房存在采光、遮挡物等不利因素的，应向购房人承担相

应的民事责任

孙某诉某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胡某与某房产公司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商品
房交付条件为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
收备案文件。后商品房已取得《竣
工验收备案表》，某房产公司通知胡
某收房。胡某在验房时发现商品房
存在电视背景墙有水渍痕迹、卫生
间若干瓷砖空鼓、主卧若干地板起
翘等质量问题，因此拒绝收房，并诉
至法院请求判令某房产公司支付逾
期交房违约金。

【法院裁判】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

年12月修正）》第九条、第十条的规
定，只有在商品房主体结构质量不
合格或者商品房质量问题严重影响
正常居住使用的情况下，购房人才
有权拒绝收房。案中商品房在交
付时已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
和法定交付条件，且不存在严重影
响正常居住使用的质量问题。对
一般质量问题，购房人应当在商品
房保修责任框架下向开发商主张予
以维修，购房人拒绝收房的，开发商
无需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故法
院对胡某主张的逾期交房违约金不
予支持。

【指引意义】我国商品房实行
保修制度。在查验商品房的过程
中，购房人往往会发现商品房存在
瓷砖空鼓、踢脚线不水平、柜门安
装不齐整等诸多质量瑕疵，这些问
题在精装房交付中尤其普遍。对
于不涉及主体结构质量、不严重影
响正常居住使用的一般质量问题，
购房人有权要求开发商按照《住宅
质量保证书》承诺的内容承担保修
责任或赔偿责任，但一般质量问题
不构成拒绝接收商品房的正当理
由，开发商无需因此承担逾期交房
违约责任。

因商品房存在一般质量问题，购房人拒绝收房的，开发商不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

胡某与某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开发商在推销楼盘过程中发布的广告亦可能构成要约，对开发商具有约束力

陈某诉某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购房人在收房前不履行交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义务的，开发商可拒绝交付商品房

王某诉某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受疫情影响，交房期限可适当顺延

许某与某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开发商故意隐瞒商品房已经抵押的事实而与购房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应依法赔偿购房人
的损失

翁某与某房产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逾期交房违约金不超过某一上限，但约定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购房人可
请求增加违约金

张某诉某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明显限制购房人合同解除权的，该格式条款无效

林某与某房产公司商品房预售合同纠纷案
【案情简介】林某与某房产公司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开发商在
2020年12月30日前向购房人交付取
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的
商品房，同时约定逾期交付超过180
天后，购房人有权解除合同。双方又
在《补充协议》中约定购房人应在解除
事由发生之日起10天内行使约定解
除权，否则视为放弃解除合同的权
利。因商品房迟迟未办理竣工验收备
案，林某在某房产公司逾期交房超过
180天后的2021年 10月17日，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商品房买卖合
同》、返还购房款等。

【法院裁判】合同解除权是合同当
事人的一项重要合同权利。《补充协
议》关于解除权应在解除事由发生之
日起10天内行使、否则视为放弃解除
权的约定，属于格式条款，该条款将合
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限定为10天，明
显不合理地限制了购房人的重要权
利，应为无效。案涉商品房逾期交付
超过180天，林某依约有权解除合同，
林某虽未在《补充协议》约定的10天
内提出解除合同，因法院认定该条款
无效，遂法院判决《商品房买卖合同》
解除、支持返还购房款等。

【指引意义】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

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
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一般情况
下，商品房买卖合同条款属于典型的
格式条款，即开发商为与不特定的购
房人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合同条
款。目前开发商与购房人签订的《商
品房买卖合同》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
的示范文本。在签订示范文本合同的
同时，开发商往往与购房人另行签订

《补充协议》，对《商品房买卖合同》中
的相关条款内容予以补充或变更。开
发商拟定的《补充协议》存在限制购房
人主要权利、免除开发商义务的条款，
应认定无效。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成为近年来常见的矛盾纠纷。这类纠纷涉及的商品房价值大、化解难度大，通常以楼盘为单位集中爆发、易形成群体性诉
讼，成为社会热点。为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维护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先后走访珠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珠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召开珠
海市重点房地产企业座谈会的基础上，近日，从全市法院近三年生效案件中选取出商品房买卖纠纷十大典型案例向社会发布。

此次发布的十大案例综合考量了社会生活中常见多发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涉及商品房预约、预售、现房销售等不同合同类型，“商办房”、不利因素告知、疫情
导致延迟交付、逾期交付责任承担、格式条款效力等多个争议热点，具有代表性、典型性和示范性。每个案例总结提炼出相应指引意义，以期发挥司法裁判的规则引领和
价值导向作用，从源头上减少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维护珠海地区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本报记者 郭秀玉）

【案情简介】杜某与某房产公司
为购买商品房签订《认购书》，约定
了签署《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限等
内容，但未约定商品房是住宅还是
商业办公性质。当日杜某支付定金
10万元。后因商品房系商业办公
性质，杜某拒绝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并诉至法院请求判令退还双倍
定金20万元。

【法院裁判】某房产公司未举证
证明杜某在签订《认购书》时明知商

品房为商业办公性质，应认定某房
产公司未尽告知义务。购房人在购
买商品房这一大宗财物时应充分了
解商品房的性质，杜某作为购房人
亦未尽审慎义务。双方对《商品房
买卖合同》未能签订均存在过错，故
对杜某主张的双倍返还定金、某房
产公司主张的没收定金的违约责任
均不予支持，判决返还定金10万元。

【指引意义】目前珠海商品房销
售市场上的在售房屋一般分为住宅

和商业两种性质。其中商业性办公
项目的房屋往往被开发商冠以“酒店
式公寓”“可商可住LOFT”的名义对
外销售，但实际上此类“商办房”在土
地性质、土地使用年限、建筑功能、上
下水配备等方面均与普通商品住宅
存在差异，开发商在商品房销售过程
中应向购房人明确告知商品房性质，
建议开发商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协议
的同时签订《非住宅物业购房告知
书》，以避免相关纠纷的产生。

【案情简介】赵某与某房产公司
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商品
房的交付时间为2018年8月30日
前，交付条件为取得建设工程竣工
验收备案证明文件。同时双方签订
的《补充协议》约定将前述交付条件
变更为商品房取得《单位工程质量
竣工验收记录》《建筑工程消防验收
意见书》。商品房于2018年5月23
日取得《单位工程质量竣工验收记
录》，2018年8月29日办理消防验
收备案，2018 年 10 月 24 日取得
《竣工验收备案表》，赵某于次日收
房。赵某起诉请求判令某房产公司

支付逾期交房违约金。
【法院裁判】根据《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监
管完善商品房住房预售制度有关问
题的通知》第十一条规定，交付使用
的商品房应当经过竣工验收合格并
已在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竣工验收备案”是
商品房交付使用的法定标准，《补充
协议》约定的交付条件明显低于法定
标准，双方仍应按《商品房买卖合同》
约定的交付条件履行。法院遂判决
支持2018年8月31日至2018年10
月25日期间的逾期交房违约金。

【指引意义】国务院 2000 年取
消竣工验收许可制后，竣工验收备
案成为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质量验
收进行行政管理的主要方式，开发
商依法应以办理竣工验收备案作为
交付条件。购房人在验收商品房过
程中，除对商品房建筑本身的质量
问题予以关注、查验外，亦应关注开
发商有无出示商品房《竣工验收备
案表》、有无发放《住宅使用说明书》

《住宅质量保证书》等文件。开发商
未出示《竣工验收备案表》，购房人
有权拒绝收房。开发商逾期交房
的，应承担逾期交房违约责任。

【案情简介】某房产公司在商品
房销售广告中宣称将为小区业主提
供免费楼巴，并详细说明了楼巴数
量、开行频率、往返地点等。为购买
商品房，陈某与某房产公司签订《商
品房买卖合同》，合同中无楼巴内容
的约定。后陈某入住小区，发现某
房产公司实际提供的楼巴与广告内
容不一致，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某
房产公司按照广告内容提供楼巴。

【法院裁判】某房产公司关于楼
巴的广告内容确定、具体，并且由于
案涉楼盘位于公共交通不便的地区，
该广告对业主作出购买决定具有重
大影响，应认定构成要约，属于合同
内容。某房产公司没有按照广告内
容提供楼巴服务，构成违约，但提供
楼巴相关服务的义务不适于强制履
行，法院酌情按照购房款0.5%的标准
判决某房产公司向陈某支付违约金。

【指引意义】为达到促销的目
的，开发商在销售商品房时往往通
过电视、报纸、网站、微信、抖音等多
渠道进行广告宣传。开发商在广告
宣传过程中，应实事求是，避免言过
其实、名不符实。一旦广告内容构
成了要约，该内容对开发商具有约
束力，开发商就应当按约履行；无法
履行的，应主动通过金钱给付的方
式对购房人予以折价补偿。

【案情简介】王某与某房产公司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在购房人
未交纳完毕全部购房款、逾期付款违
约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等款项情况
下，开发商有权不交付商品房等内
容。后王某依约支付全部购房款，但
未交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某房产公
司因此拒绝交房，王某遂诉至法院请
求判令某房产公司支付逾期交房违
约金。

【法院裁判】《商品房买卖合同》明
确约定购房人未交纳住宅专项维修资
金，开发商有权不交房。《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管理办法》第十三条亦规定：

“未按本办法规定交存首期住宅专项
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或者公有
住房售房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购买
人。”王某作为购房人应当在办理收房
手续前交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否则
某房产公司有权不予交房而无需承担

逾期交房违约责任，故判决驳回王某
的诉讼请求。

【指引意义】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
收取是为了保障住宅共用部位、共用
设施设备的维修和正常使用，涉及小
区全体业主的共有权利和公共利益。
及时交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业主的
法定义务。购房人在取得商品房的所
有权后即为业主，其在办理收房手续
前应交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案情简介】许某与某房产公司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开发商须
在2020年4月30日前向购房人交付
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件
的商品房，逾期交付超过90日的，购
房人有权解除合同。同时《补充协议》
约定遭遇例如类似“非典”的普遍性流
行性疾病等不可抗力或非开发商所能
控制的客观原因，交付期限相应顺
延。2020年 8月 25日，商品房取得
《竣工验收备案表》，某房产公司通知
许某收楼。许某诉至法院主张某房产
公司逾期交房超过90日，请求判令解

除合同等。
【法院裁判】某房产公司按约应在

2020年4月30日前向许某交付商品
房，但《补充协议》约定了交付期限顺
延的情形。广东省于2020年1月23
日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
响应，某房产公司受其影响停工，直
至2020年 2月中下旬经报备后逐步
复工。综合考虑上述情形，法院认定
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不可抗力，酌定收
房日期顺延一个月即至2020年5月
30日止。商品房于2020年8月25日
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某房产公司

当日通知许某收楼。则2020年 5月
31日至2020年8月25日为逾期交房
期间，尚未超出合同约定可解除合同
的90日，故法院判决驳回许某的诉讼
请求。

【指引意义】自2020年1月下旬开
始，全国各地各行各业均因新冠肺炎
疫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房地产业
也不例外。若《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
的交房时间在 2020 年 1 月下旬之后，
由于疫情影响导致超过约定期限交房
的，开发商可主张交房期限随疫情影
响期间适当顺延。

【案情简介】2020年4月27日，翁
某与某房产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
同》，约定翁某向某房产公司购买现房
商品房。当日，翁某支付全部购房款
100万元，某房产公司向其交付商品
房钥匙。经查，早在本次售卖前的
2019年9月21日，商品房已被某房产
公司设立抵押，且债权金额巨大。翁
某购房后因商品房已被抵押无法办理
商品房的产权转移登记，遂诉至法院
请求判令解除合同、退还购房款、赔偿
损失等。

【法院裁判】某房产公司故意隐瞒
商品房被设立抵押的事实而与翁某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导致翁某合同目
的无法实现，翁某有权解除合同，法院
判决合同解除，某房产公司向翁某返
还购房款100万元。《商品房买卖合
同》因某房产公司的过错被解除，翁某
可要求其赔偿购买同等商品房的差价
等损失，故法院判令某房产公司赔偿
翁某损失30万元。

【指引意义】社会生活中，“一房二
卖”“一房多卖”“先抵后卖”的现象屡

见不鲜，有的开发商为解决资金短缺
或其他债务问题，通过多次售卖、抵押
商品房获利，严重损害购房人的权
益。本案中，开发商将其自行开发建
设的商品房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后，
又将设定抵押的商品房出卖给购房
人，且在签订合同后未能涂销抵押权，
造成《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法履行，严
重损害了购房人的根本利益。购房人
在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应查明商
品房的权属登记情况，包括有无存在
设定抵押、司法查封等权利障碍情况。

【案情简介】张某与某房产公司签
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开发商应
当在2017年2月28日前向购房人交
付取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文
件的商品房。又约定如逾期交房，开
发商自约定的交付期限届满的第二天
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按日向购房人
支付已付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但
最高不超过商品房总价款的 1%。
2018年8月28日，商品房取得《竣工
验收备案表》，张某于次日收房。张某
向法院起诉请求某房产公司支付逾期

交房违约金。
【法院裁判】依照《商品房买卖

合同》关于逾期交房违约金按已
付房款日万分之一计算、且最高不
超过商品房总价款 1%的约定，开
发商在逾期交房 100 天后，不管再
逾期多长时间，逾期交房违约金均
限定为商品房总价款 1%这一固定
金额而不再增长。某房产公司自
2017 年 2 月 28 日 至 2018 年 8 月
28 日逾期交房长达 500 多天，上
述约定违约金限额显然无法弥补

购房人的实际损失，故法院酌情按
照实际逾期天数计算逾期交房违
约金。

【指引意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
法院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予以增加。
开发商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格式文
本约定按固定数额或某一限额承担迟
延履行违约金，金额低于购房人实际
损失的，购房人可依据该规定请求增
加违约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