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 角

Ｗｉｄｅ Ａｎｇｌｅ

浅析房地产抵押的风险

连带的担保责任。其承担的共同担保义
务不可分割。如果在抵押合同中有清偿
债务先后顺序的约定，那又另当别论。
⑶以在建工程已完工部分抵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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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工建筑物所占面积的土地使用权随
之抵押。抵押必须持有建设工程的立项
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
工程规划许可证以及依法生效的建筑工

［内 容 摘 要 ］
目前，我国各商业银行为确保信贷
资产质量、防范信贷风险，普遍推行“抵
押贷款”，其中，采取最多的就是房地
产抵押。由于房地产自身特性及银行操
作不当等因素，致使银行房地产抵押贷
款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风险和隐患。

押的其他房地产。
⑵抵押物存在产权纠纷或债权债务
纠纷，抵押效率存在不确定性。
⑶占有形式不合规。如办理房产或
地产抵押时，房产与地产分离，没有同时
进行抵押登记． 一旦所占用的土地用途
发生变动时， 抵押房产的价值将灭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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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操作风险
抵押就房地产而言，是指抵押人以
其合法拥有的房地产，以不转移占有的

⑷抵押权被悬空。如开发商以无定
着物的土地权抵押取得贷款，用于该地

程承包合同。
⑷以享受国家优惠政策购买的房地
产抵押的，是指以成本价购买的公有居
住房屋，其抵押额以房地产权利人可以
处分和收益的份额比例为限。
⑸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法人以国家
授予其经营管理的房地产抵押的，应当
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
⑹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房地产抵押

块上的房产开发，随着商品房的完工出

的，必须经集体所有制企业职工（代表）大

售，开发商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售房款转

会通过，并报其上级主管机关备案。

移，最终使抵押权悬空。

⑺以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

方式向抵押权人提供债务履行担保的行

⑸抵押权灭失。如《城市房地产管理

和外商独资企业的房地产抵押的，必须

为。抵押房地产一般指抵押人抵押给债

法》对以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进行

经董事会通过，但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

权人的其合法拥有的、国家法律允许转

房地产开发的土地有动工期限限制，超

除外。

让的房屋及其建筑所有权、土地使用权

过出让合同约定的时间可以加征土地闲

⑻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

和其他房地产权利。它应符合抵押合法

置费甚至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依此规

房地产抵押的，必须经董事会或者股东大

有效，物权明确，易于变卖、处分渠道

定，土地长期闲置不用超过一年的，无疑

会通过，但企业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畅通的要求，才能规避相应的风险。而

会增加处置成本， 削弱还贷能力， 更为严

⑼有经营期限的企业以其所有的房

银行操作上的缺陷也是引发房地产抵押

重的是， 一旦闲置届满两年， 土地使用权

地产抵押的，其设定的抵押期限不应当

贷款风险的重要原因。

被国家无偿收回， 抵押物就不复存在。

超过该企业的经营期限。

１ 、抵押物产权存在瑕疵造成的风险

设定抵押权时还应注意：

⑽以具有土地使用年限的房地产抵

影响房地产抵押价值的首要因素是

⑴同一房地产设定两个以上抵押

押的，其抵押期限不得超过土地使用权

产权风险，如果房地产权属不清或存在

权。首先，抵押人应当将已经设定过的

出让合同规定的使用年限减去已经使用

权属纠纷，或抵押人对拟抵押财产没有

抵押情况告知抵押权人，这种告知应该

年限后的剩余年限。不得违反国家有关

处分权，将会导致抵押物无法变现或变

是书面的而非口头的，并应在抵押合同

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的规定和出让合

现价值远远低于抵押价值。因此，要查

中体现出来。其次，抵押人所担保的债

同的约定。

清抵押房地产是否符合转让条件或属于

权不得超出其抵押物的价值，也就是

⑾以共有的房地产抵押的，抵押人

不能抵押的房地产。

说，抵押物的价值必须大于债权的金

应当事先征得其他共同人的书面同意。

额。至于大于多少应该包括处分抵押物

⑿以预购商品房贷款抵押的，商品

民共和国担保法》和建设部《城市房地

所应能预见的各种费用为妥。若同一抵

房开发项目必须符合房地产转让条件并

产抵押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以下房

押物上设有两个抵押权，则后一个抵押

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以及依法生效

地产不得设定抵押：①权属有争议的房

权的担保的债务的履行期限不得早于前

的预售合同。

⑴违规取得产权证。根据《中华人

地产；②用于教育、医疗、市政等公共

一个抵押权所担保的债务履行期限。再

⒀以已出租的房地产抵押的，抵押

福利事业的房地产；③列入文物保护的

次，如果设定抵押之后还有余额，还可

人应当将租赁情况告知抵押权人，并将

建筑物和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其他建筑

以再次抵押，但不得超出余额部分。

抵押情况告知承租人。原租赁合同继续

物；④以依法公告列入拆迁范围的房地

⑵两宗以上房地产设定同一抵押权

产；⑤被依法查封、扣押、监管或者以

的。两宗以上房地产担保同一债务履行，

其他形式限制的房地产；⑥依法不得抵

则在法律上视为同一抵押房地产，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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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⒁设定房地产抵押，抵押房地产的
价值可以由抵押当事人协商议定，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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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由房地产评估机构评估确定。法律、

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知抵押权人

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或未告知受让人的，转让行为无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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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抵押人没有通知抵押权人（银行）而

适宜采用诸如投递审计项目招投标书的

险的，由抵押人为抵押的房地产投保，

转让抵押房产，转让行为无效。但在实

公开方式来确定收费水平和收费组成，

保险费由抵押人负担。抵押房地产投保

际操作中，这种转让往往增加了银行实

最终促建一个供需双方适宜的价格机

的，抵押人应当将保险单移送抵押权人

现其抵押权的难度。

制。

⒂抵押当事人约定对抵押房地产保

保管。在抵押期间，抵押权人要作为保
险赔偿的第一受益人。
⒃企业、事业单位法人分立或者合

（４）抵押人与评估机构弄虚作假，高
估房地产价值，致使银行大部分债权无
法实现。

四、审计市场开发的渠道策略
国企审计，上市公司审计，基建审
计，银行审计等已推向市场，每一轮经

并后，原抵押合同继续有效。其权利和
义务由变更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抵押

二、抵押物的价值风险

济改革，不仅拓展了审计服务的市场

人死亡、依法被宣告死亡或者被宣告失

房地产抵押时的评估值与处置变现
清偿价值之间的差距巨大，原因是多方
面的。
１ 、房地产抵押在前，处置变现在
后，两者所处时间的房地产市场状况不
同，市场价格水平不同；
２ 、在建工程建筑面积超过出让建
筑面积或规划建筑面积、法定用途与实
际用途不符；
３ 、处置时是强制快速变现状况下
进行的，其价值低于正常市场价值；
４、部分抵押物专用性很强如厂房、
职工宿舍楼，交易市场狭窄，变现能力
很差；
５ 、变现清偿价值需从处置所得中
扣除处置变现时相关费用、税费等，价
值自然有所减少。
但事实上， 这些年房地产市场价格
总体上涨， 抵押时也已以一定折扣设定
抵押率，仍然产生如此差距和普遍损失。
究其原因， 我认为仅从现有市场价值的
角度考虑确定抵押贷款额是不全面的，
应是抵押物在未来房地产状况下要求快
速变现的条件下实现的价值，其中真正
能用于还款的是要扣除各种相关费用后
的净额。应充分估计抵押房地产在处置
时可能受到的限制、未来可能发生的风
险和损失，不高估市场值，不低估知悉
的法定优先受偿款。

广度和深度，同时也使审计市场的渠

踪时，其房地产合法继承人或者代管人
应当继续履行原抵押合同。
另外， 凡属国有的房地产作抵押时，
需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认可；凡股份制
企业、合资合营企业有限责任公司需按
企业章程经董事会批准；集体所有制企
业的房地产抵押必须经集体企业职工代
表大会通过并报上级机关备案；凡以共
有房地产作抵押时需经全体共有人书面
同意并履行必要手续；预购商品房或在
建商品房抵押时，必须符合房地产转让
条件，符合建设工程承发包条件并取得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和房地产权利证书；
对有经营期的企业以其所有的房地产抵
押时， 设定的抵押期限不应超过该企业
的经营期限。抵押房地产必须进行抵押
登记、保险、公证。用作抵押贷款担保
时， 应保证抵押贷款的抵押权人为第一
抵押受益人， 否则就难以起到有效的抵
押担保作用。
２、银行未对抵押物进行调查核实，评估
其真实价值，致使抵押人存在欺诈行为
由于银行未认真对抵押物的权属进
行调查、核实其抵押价值、加强对抵押
物监管，造成担保人有以下欺诈行为：
（１ ）抵押物的重复抵押。有的抵押
人将同一房地产设定两个以上的抵押
权，未告知抵押权人，且抵押的总金额
超过抵押物的价值；
（２ ）抵押人将同一房地产，分别用
《国有土地使用证》和《房屋所有权证》
向不同贷款人办理借款抵押；
（３ ）抵押人擅自转让或出租已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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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由直接渠道逐渐变宽形成了更多间
接渠道。随着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
会计师事务所可以利用的市场渠道将
向 宽 渠 道 和 长 、短 渠 道 相 结 合 的 方 向
发展。例如有些地方的经济适用房管
理办公室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审
计；有些地方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完
工开发项目所得税汇算清缴提供由会
计师事务所出具税务鉴定报告；某银
行省分行要求各二级分行进行客户信
用等级评定时其客户报表必须经省分
行推荐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等。当然，
会计师事务所只有在不断提升自身资
质获得相应的市场准入条件下，才可
以去开辟和利用更广泛的市场渠道。
总 之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除 了 在 目 前
固有的市场中“精耕细种”外，更要
更新观念，观察未来市场风险和选择
合适的市场策略去求生存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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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地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
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抵押期间，抵押
人转让已办理抵押登记的抵押物的，应
当通过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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