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5壹读·楼市2017年4月20日 星期四

编辑：王建伟 美编：罗强 组版：洛菁

本报济南4月19日讯（记者
喻雯 魏新丽） 济南限

购政策再升级。20日起，济南
本市户籍购买二套房，首付比
例提高至60%，非本市户籍家
庭 首 套 房 贷 款 比 例 提 高 至
60%，商贷最长年限都缩短至
25年。与此同时，长清章丘也
纳入限购范围，限购区域内购
买的住房，要在不动产证满2
年后才能上市交易。

19日，济南市发布《关于
进一步完善调控措施促进我市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这次再
升级版的限购政策被不少人称

为“史上最严”。《通知》从供地、
信贷、限售等多个方面对市场
进行调控。从土地供应来看，本
着“增加总量、控制热点、均衡
供地”原则，实施精准供地，平
抑土地市场。针对土地出让，要
求引导企业理性竞价。结合土
地出让溢价率提高项目预售条
件，居住用地出让溢价率达到
100%以上（含）的，项目主体结
构完工后方可申请办理商品房
预售许可；溢价率达到150%以
上（含）的，项目竣工验收通过
后方可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
可。设定居住用地出让最高限
价，当竞买人报价超过最高限

价时，按竞基础设施或公益设
施建设进行出让。

“预售条件与地价溢价率
捆绑在济南是首次提出，在一
定程度上延长了开发商的资金
周期。”省城一业内人士称，最
高限价的设定，可以有效给热
地降温。

在信贷政策上，无论是对
外地人还是本地人都是明显收
紧。《通知》要求，本市户籍家庭
已拥有一套住房或有住房贷款
记录的，申请住房贷款均视为
第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比例提
高至60%。其中商业按揭贷款
最长年限缩短至25年，公积金

贷款利率执行基准利率的1 . 1
倍。暂停向使用过2次及以上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家庭发放公
积金贷款。取消凭缴纳住宅维
修资金证明提取住房公积金政
策。对于外地购房者来说，非本
市户籍家庭购买住房贷款首付
比例提高至60%，商业按揭贷
款最长年限缩短至25年。

此次升级版政策也首次提
出了房子限售。《通知》指出，限
购区域内自本通知施行之日起
购买的住房，须取得不动产权
证满2年后方可上市交易。在
业内人士看来，这对投机炒房
客是一种有效的制约和限制。

与此同时，《通知》指出，依
法严厉查处捂盘惜售、炒作房
价、制造和散布虚假消息、发布
虚假房源及价格信息、欺骗
消 费 者 交 易 等 违 法 违 规 行
为。对涉案开发企业和中介
机构，一经查实，依法从严从
重处理，开发企业停止预售
及网签，2年内不得参与本市
土地交易，中介机构吊销营业
执照，并列入失信企业“黑名
单”。

在上一版限购区域的基础
上，将长清区、章丘区纳入限购
范围，本次及此前济南已出台
的调控政策一并执行。

开开发发商商炒炒房房者者双双限限，，房房价价会会降降吗吗
本报记者 魏新丽 喻雯

加大拿地成本
减少非理性行为

2016年济南土地市场地王
频出，其中9月份郭店地块拍出
地王，溢价率高达719%。企业非
理性竞价抬高了地价，也引发了
周围房价的非理性上涨。因此，此
次调控政策指出，要引导企业理
性竞价。所采取的措施，一是结合
土地出让溢价率提高项目预售条
件，居住用地出让溢价率达到
100%以上（含）的，项目主体结构
完工后方可申请办理商品房预售
许可；溢价率达到150%以上（含）
的，项目竣工验收通过后方可申
请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这相当
于现房销售。

省城一业内人士称，在去年
12月26日的限购政策中曾规定，
12层以上住宅单体主体结构完成
不少于12层后，方可办理商品房
预售许可。而此次限购，又将预售
证门槛进一步调高。

第二条措施是设定居住用地
出让最高限价，当竞买人报价超
过最高限价时，按竞基础设施或
公益设施建设进行出让。建设部
门相关人士解释，如果价格超过
限价，开发商就要在公共配套上
加大投入，增加了其成本。

开发商关心此次政策是否会
影响到之前已经拍完的土地，对
此，济南建设部门相关人士解释，
该政策仅从限购政策实施之后开
始实施，在4月20日之前拍地的
开发商，不受政策的制约。

业内人士分析，此举将加大
开发商拿地的成本，也可以减少
开发商非理性竞价的行为，稳定
土地市场秩序。

只要贷款买过房
卖没卖再贷都算二套

此次限购政策，采用了较为
严厉的信贷政策。其中，本市户籍
家庭已拥有一套住房和有住房贷
款记录的，申请住房贷款均视为
第二套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从
40%提高至60%。

建设部门相关人士解释说，
这表明对于二套房的界定是认房

又认贷，比此前政策收紧。只要有
住房贷款记录的，不管是否还清
贷款，都算数。比如小明之前贷款
买过一套房子，后来卖掉了，手头
没有房子，但是再买房子还是算
二套房。

而对于非本市户籍家庭购买
住房，贷款首付比例从30%提高
至60%，商业按揭贷款最长年限
缩短至25年。另外，本地人二套
房和外地人购房的商业按揭贷
款最长年限都从30年缩短至25
年，这也是去年以来首次调整商
贷年限。

首次提高
公积金贷款利率

此次收紧的不仅是商贷，公
积金贷款也是收紧不少。政策要
求，二套房的公积金贷款利率首
次上浮，执行基准利率的1 . 1倍，
类似政策在其他城市的限购政策
中也有体现，不过济南从去年开
始的限购政策中，这是首次涉及
公积金利率的调整。此外，政策还
要取消凭缴纳住宅维修资金证明
提取住房公积金政策，两条规定
都在证明公积金政策的收紧。

另外，使用过2次及以上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家庭暂时停止发放
公积金贷款。比如说小明只有一
套房子，但是此前使用过两次及
以上公积金贷款，他也暂时无法
再用公积金来贷款了。

长清章丘也限购
区域热度将平衡

长清区和章丘区虽然属于济
南，但是在此前调控政策发布时，
这两个区都不在政策影响范围
内。去年12月26日的限购政策中，
长清区虽然不属于限购区域，但
是在长清区拥有两套住房的，也
不能在限购区域（市内六区）内买
房，而章丘则一直未被提及。

不过，随着章丘撤县设区，以
及山大搬迁章丘等消息的发布，
利好频传，章丘楼市也逐渐升温，
房价一直在上涨。此前，市场内也
有不少对章丘进行限购的呼声，
但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

而此次限购政策，将长清区、
章丘区也一并纳入限购范围，同
时，此前济南已出台的调控政策，

这两个区也要一并执行。也就是
说，章丘区、长清区和历下区、高
新区等完全没有区别，全部属于
限购区域，也全都实施限购政策。

例如，在4月20日之前，长清
居民小张拥有两套住房，他不能
在市内六区买房，但是可以在长
清区买多套住房，同时历下居民
小王在市内六区有两套住房，但
是可以在长清再买多套住房。而
4月20日之后，长清区的小张在
长清也无法再次购房了。历下区
的小王在长清也无法购房。也就
是说，不论小张和还是小王，只要
在济南市（历下区、历城区、高新
区、槐荫区、天桥区、市中区、长清
区、章丘区）范围内买房，就要受
到限购政策约束。

此前，由于市区限购，章丘等
地承接了济南市区外溢的置业需
求，而此轮政策的实施，标志着长
清区和章丘区与市内各区也一视
同仁，济南调控政策力度进一步
加强，区域热度将得到平衡。

两年限售
限制短线投机炒房客

“限售在济南是首次提出来，
这对于打击投机炒房将起到很大
的作用。”19日，省城一业内人士
坦言，限购区域内自本通知施行
之日起购买的住房，须取得不动
产权证满2年后方可上市交易。

“济南这次明确的是不动产
证满2年才能再卖，2年的标准是
办证而不是网签，这对于短期投
资炒房的投机客来说，断了他们
的路子。”该人士说，去年下半年
来看，不少投机客买了房子后，都
会想着短期内倒手卖出去，赚取
高额差价。

从之前的政策来看，不动产
证在2年以内的，只要缴纳5 . 6%
的增值税也可以完成交易，高税
部分转嫁到购房者身上，购房成
本大大增加。

“新房多是期房，从买了到办
下不动产证，中间的期限在2年左
右，这次要求的出售条件是，在此
基础上再延长2年，这样就加大了
投资客的炒房周期和成本。”该人
士说，也就是说，市民买新房后，
要在四年后才能卖房，这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限制市场上的炒房投
机现象。

本地人买二套房首付提高至六成

外地人首套房首付也提高至六成

首提限售，证满两年才能上市交易

认贷又认房，章丘长清纳入限购范围

济济南南楼楼市市限限购购政政策策

葛相关链接

4月19日深夜，济南限购政策再度升级，土拍价
格首次与预售时间挂钩，信贷政策出台，二套房认房
又认贷，公积金利率上浮；房产证拿到两年后才允许
出售。限购区域也首次扩展至长清区和章丘区。升级
版的限购政策如何影响市场？济南市建设部门以及
有关专家就此做出了解读。

2016年10月2日

济南“限购令”出台。购买首套住房商业贷款
最低首付比例由20%提高至30%，购买二套住房商
业贷款最低首付比例由30%提高至40%。家庭用于
购房的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70万元调整为60万
元，个人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40万元调整为30
万元;本市户籍家庭购买第三套住房不提供公积
金贷款。本市户籍家庭已有三套住房的，暂不得再
购房。非本市户籍家庭限购一套住房。

2016年12月26日

济南出台升级版限购政策。济南市户籍家庭
限购2套住房，非济南市户籍家庭在济南限购1套
住房，并且需提供连续24个月以上在市区缴纳个
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此外，规范对开发企
业、房产中介及承销机构的监管，切实制止预售商
品房转让等炒房行为。

2017年1月17日

济南升级版限购细则出炉。根据限购细则,在
长清区有两套房的,不能在限购五区内继续买房。
外地人在限购区域内只能买一套房,且要提供自
购房之日起前3年内连续24个月以上在本市市区
及三县缴纳个人所得税或社会保险证明。限购期
内,购房者须在房地产信息系统提交限购查询申
请,符合条件的才能网签。 (宗禾)

最最严严限限购购
深深夜夜来来了了

济南东部一楼盘，不少购房者来看房。（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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