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房地产研究中
心主任李铁岗说，目前楼市成交逐步回暖，房价
上涨预期有所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公积金政策
收紧对抑制投机投资性购房及“过度刚需”有积
极作用，可稳定市场。

李铁岗分析，公积金对二套房的认定由“认
次”变为“认套”，二套房贷款收紧，明显是对投
资投机需求的更大抑制。与此同时，政策对首次
置业是支持的，虽然贷款计算方式减少为一种，
只剩用账户余额来算，会让不少人可贷款额降
低，但这是对“过度刚需”的抑制。

“账户余额少，说明缴存少，工作年限少，这样
就不能只想一步到位。”李铁岗说，只有能力买50

平米的房子，却着急买90平米的，这就是刚需中的
过度需求。首付降低，就是在引导刚需者购置真正
适合的房子，政策如此“一松一紧”利于稳定刚需，
也可以引导开发商增加中小户型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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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关于山东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2009-2012)入选作品公示的公告
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现将山东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2009-2012)入选作品予以公示。本公示自2012年9

月28日至10月11日，时间14天。
在此期间，凡对公示作品有异议的，可通过电话、信函等方式向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评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反映。电话：0531-

82033950，13805318019。通讯地址：济南市纬一路482号。邮政编码：250001。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建设“文艺精品工程”评审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年9月28日

新政节前推出节后马上实行，正申请贷款的恐来不及搭旧规末班车

“只给3天反应时间，太急了”

房产专家：

利于稳定市场预期

在省城工作两年多的白领小尹今年准备买房，
他的目标是两居室，总价70万左右，定下房子抓紧
找对象。原想着公积金贷款50万，家里再支持一下
首付就行。可政策调整后，虽然首付降至两成变为
14万，但需要贷款的额度成了56万，此次个人贷款
上限却降到25万。

提高首付吧，没那么多钱，用组合贷款吧，按规
定首付又变回三成，购房计划只能暂时搁浅了。“首
付降低，可贷款又不够。”小尹说。一些工作不久、公
积金缴存额不多的小两口，也因为只能按“缴存余
额×15”来计算贷款额，碰到了贷款不够的问题。

新政规定，如果是二套房，即便是首次用公积
金贷款，首付比例也不得低于60%。这让不少有改
善型需求的购房者措手不及。王先生刚网签了109

平米的二套房，总价63万，但他这是第一次用公积
金贷款，按旧规首付只需交三成即19万。“按新规得
追加19万元首付，根本凑不齐，退房又不大可能。”

购房者：

首付降了，贷款却不够了

个人贷款最高上限减半，贷款方式减少，
这不是对刚需的抑制吗？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政策调整一是落实国家
调控政策，二是在公积金归集额趋紧的情况
下，让更需要贷款的职工贷相对多的款。

“目前的情况是，一些缴存公积金少的市
民可贷款额度是很大的。”该负责人说，35人的
平均缴存额才能满足一人50万的贷款，公积金
放贷量的激增，导致了贷款归集额趋紧。

该负责人说，新政有紧有松，收紧的调整
相对大一些。但对首次置业的刚需购房者来
说，调整后支持力度是增大的。

公积金管理中心：

政策收紧有两大原因

27日，省城西部一家楼盘挤满了来网签、办贷
款的购房者，这些人都急着想搭末班车，让贷款额
度不要减少。

“这些人如果不能在新政实施前获得审批，又不
愿商贷，很可能要求退房。”除了着急处理已经卖出
去的房子，该楼盘负责人也在担心29日新开的楼盘。
这个楼盘5500元/平方米起价，工作时间不长、公积
金缴存少的人占到购房者的三成左右。

“短期对我们的影响很明显，尤其是取消了月缴存
额这种计算方式。”该负责人坦言，这样一来，他们期待
的楼市“金九银十”泡汤了。但长远看，影响也还能接受。

“购房者对新规会有适应的过程，该买还是得买。”

开发商：

“金九银十”更成奢望

本报济南 9月 27日讯
(记者 喻雯) 26日，济南
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10月
8日公积金贷款政策大调
的消息，这让购房者和银
行着了急：9 月 30 日到 10
月7日是假期，此前申请贷
款的购房者若想保留贷款
资格或多贷些款，只有3天
反应时间，获得审批只能
靠运气。

“贷款政策调得太突
然了，措手不及。晚上不睡
觉都不见得能办完。”2 7
日，济南一家银行个人贷
款中心的工作人员说，目
前他手上有60多件还未初
审的公积金贷款材料，面
对仅剩下的两个工作日他
很无奈：“不能再接新件
了，没时间了。”

按照规定，购房者把
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材料交
给银行后，银行会先审核，
初审通过后资料才会传给
住房公积金部门，由后者
审批。

“我们都得加班初审，
白天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
没有，积压的件多，为了多
贷 些 款 突 击 办 理 的 也 很
多。”省城一家银行工作人
员对政策调整很不理解：消
化政策需要时间，可9月30
日到10月7日都是假期，8
日就要实行新政，真正办业
务的时间只有三天，调整信
息为何非要选在节前的这
个节骨眼儿上公布？

“很多购房者只能碰
运气，运气好就能搭上旧
政策的末班车，运气不好
就只能执行新政了，甚至
因此推迟买房。”这位工作
人员说。

对此，济南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10月8日之前，只要购房者
的材料能上传到住房公积
金的系统，就可以执行老的
贷款政策，而并非以审批结
果最后出炉为准。

·济南公积金贷款新政

省城公积金

新政看似有松有

紧，但总体来看，

工作时间不长、公

积金缴存少的购

房者将面临更大

的困难。不过专家

表示，新政有利于

稳定市场预期，抑

制非理性刚需。

新新政政让让工工作作时时间间短短的的年年轻轻人人更更难难买买房房，，专专家家——

政政策策收收紧紧抑抑制制““非非理理性性””刚刚需需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喻喻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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