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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回升，置业者购房信心提升

四四季季度度或或成成全全年年关关键键增增长长期期
本报聊城10月15日讯 (记

者 张超) 近期，受“限购”解
除和信贷放松政策多重影响，
各“解限”城市成交有所回升，
买卖双方的预期、心态也在发
生变化。随着此次楼市调控政
策“见底”，此前持续“下行”的
楼市或将进入“缓冲期”，从近
两个月的入市及去化情况来
看，四季度聊城楼市或将成为
一个带动全年增长的关键期。
受“限购”解除和信贷放松政策
双重影响，各“解限”城市成交
略有回升，买卖双方的预期、心
态正在发生变化。专业人士表
示，随着此次楼市调控政策“起
底”，此前持续“向下”的楼市或
将进入一个“缓冲期”。

尽管相比去年同期的情况
而言，聊城楼市并没有太多看
点，但相比于前三季度，近一个

半月的时间，聊城楼市已经有
了显著地回暖，央行、银监会节
前发布的“房贷新政”，让不少
人增加了“度假”新项目—“看
房”。原本打算和家人朋友组个

“出游团”，结果成了“看房团”，
这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成为不少
有置业意向家庭的必要行程。

“国庆假期看了不下五套房
子，赶上集中入市，优惠幅度又
比较大，所以准备出手了。”谈及
国庆假期，家住东昌府区的李先
生直言，相比外出游玩，则没有
看房享实惠来得更为实在。记者
调查过程中，不少聊城市民尤为
看重十月份的关键节点，一方面
空前的优惠幅度让沉寂已久的
市民开始出手，另一方面受“限
购”解除和信贷放松政策的影
响，市面上一些的涨价传闻也另
部分观望的市民开始转变早前

的心理预期，看房买房。
十一过后，聊城楼市正式

进入2014年最后的第四季去化
大战，各楼盘项目不遗余力搞
促销，用尽浑身解数以完成年
度去化目标。面对激烈的竞争
和今年严峻的市场形势，各房
企在新盘定价和老盘优惠上打
起了价格战，聊城各区域板块
都出现了低起价或价格降幅较
大的楼盘。一个个“起底”价房
源亲民不少，让不少置业市民
看到了置业的希望。

尽管“房贷新政”的实施细
则仍待明确，但部分购房者的
心态开始起了变化。一些购房
者害怕“错失良机”，加快置业
步伐，但也有部分购房者仍在
看风向、等细则，持观望态度，
不过总体而言，购房者入市、出
手心态趋强。

记者走访发现，“房贷新
政”的具体细则，以“银十”季为
开端的第四季度或将逐渐明
朗，楼市也将迎来一个长周期
调控的“缓冲期”。业内人士分
析，松绑限贷政策主要针对改
善型购房需求，各家银行房贷
实质性松绑的政策力度将决定
未来楼市成交的活跃度，目前
业内也都处于观望期。“等细
则”已成目前全社会对楼市最
真切的期待。“房贷新政”的具
体落实将对后续楼市走向产生
重要影响。

尽管从现阶段房贷新政对
于聊城楼市的实际影响并未显
著呈现，但从市场实际反馈而
言，部分市民和房企显然已经
嗅到新政有望带来的影响，而
第四季度将成为聊城楼市全年
的一个关键增长期。

每一个新政策的颁布与实
施，都会对经济中的相关产业产
生显著的影响，作为国民经济重
要的支柱产业之一的房地产，则
更加印证了这句话。2008年，为应
对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
响，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房地
产市场消费的政策，2009年由房
地产投资带动中国经济率先全球
走向复苏。

眼下，楼市在经历了国家限
购限贷政策的影响，虽然势头还
是处于发展轨道上，但对经济的
某种情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房地产业作为综合性的长链条产
业，横跨生产、流通和消费三大领
域，对金融、建材、家电等数十个
相关产业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在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
位和作用。

在多重作用力的影响下，各
地开始逐步开始取消限购，限贷
也在近期开始不断释放，其意义
性是巨大的，传达出楼市新一轮
的刺激计划已逐步开始。随着各
地松贷信号的释放与逐步铺开实
施，受政策抑制的购房需求得以
释放，地产市场再次活跃起来，在
此趋势下楼市有望回升。政府新
政策的连锁效应，使众多观望的
置业群体开始行动，十月的显著
升温就是具体的市场反应。

尽管各银行有关“房贷新政”
的具体细则仍待出台，但部分开
发商、购房者认为当前楼市政策
有望带来一种现实—房价、成交
可能逐步“止跌企稳”。

连续数日的走访，记者发现，
相比此先“起低”价格战的景象，
现阶段购房者的议价空间逐渐收
窄，随着项目来访、认筹增多，开
发商似有“扬眉”之意。此次央行、
银监会限贷政策松绑，对整个房
地产市场有一定的利好作用，但
从目前聊城来看，各家银行相对
都比较谨慎，是否会很快跟进并
调整各自的具体信贷政策还将有
一段时期，而此前新政的颁布对
于聊城而言，无论是房企、置业者
抑或是整个楼市，都将有不同的
意义。

(张超)

缓冲期“新政”

被赋予更多意义

记者观察

央行发布信贷新政后，公积
金贷款政策未调整，很多市民为
选择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而
犹豫。

聊城一银行工作人员介绍，
按照目前公积金贷款政策，如果
你名下已经有了一套公积金贷款
的房子，那么无论贷款是否还清
再买房都算二套房，所以政策还
是首付六成，利率上浮1 . 1倍。但
这与利率高达6 . 55%的商业贷款
相比，即便上浮1 . 1倍，公积金贷
款还是非常有优势。

举例来说，公积金贷万元的
年利息是450元 ，二套房上浮
1 . 1倍每年就是495元，而商业贷
款则要还655元。

买二套房

还是公积金划算

聊城公积金贷款仍认定贷款次数

公公积积金金新新政政落落地地还还需需细细则则
本报聊城10月15日讯 (记

者 谢晓丽 ) 9月底，央行发
布信贷新政，居民购房时在二
套房认定上执行认贷不认房的
新政策，即在首套房贷款还清
之后，再购房贷款就可享受首
套房政策。三部门也发布公积
金新政，职工连续足额缴存住

房公积金6个月(含)以上，可申
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
15日，记者从聊城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了解到，由于尚未
接到上级文件，目前申请公积
金仍需连续足额缴存12个月
(含)以上，公积金贷款仍执行
认贷不认房的政策。

“目前公积金贷款认定贷
款次数，仍不按照住房套数认
定。”聊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聊城主
要看公积金贷款记录，只要公
积金没使用过，就算首套房。但
如果第一次住房公积金贷款结
清后，以本人或配偶的名义再

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均认
定为二次贷款。

首套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
付比例将按30%执行，利率为1
至5年为4%，5年以上为4 . 5%。
首套二手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
首付比例为40%。目前三套房
是停贷的。

10月14日，住房城乡
建设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联合印发《关于发展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业
务的通知》。通知提出，职
工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
积金 6个月 (含 )以上，可
申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
贷款。

对于三部门发布的公
积金新政，聊城市公积金
管理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

依然按老政策执行。目前
申请公积金仍需连续足额
缴存12个月(含)以上才可
以申请公积金贷款。“公积
金落地还需要细则，但政
策下来后，我们会很快执
行。”聊城公积金管理中心
的工作人员介绍，公积金
贷款门槛的降低，扩大了
有资格贷款的购房者人
数，对年轻的首套房置业
者是个好消息。

刘女士所在的单位目

前已经缴纳了8个月的公
积金，目前已申请了商业
贷款，但新政下发后，刘女
士的买房计划暂时搁浅。

“既然国家出了政策，我就
再等等，能省很多钱。”

在三部门联合下发的
通知当中还提出，对曾经
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
在现缴存地缴存不满6个
月的，缴存时间可根据原
缴存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出具的缴存证明合并计

算。目前在公积金贷款异
地缴存互认方面，聊城市
公积金贷款是什么政策？

据工作人员介绍，聊
城目前暂不支持公积金异
地贷款。如果在聊城连续
缴存了不少公积金，想在
外地买房，在新政策落地
之前，是不允许的。如果在
外地缴存公积金，想在聊
城贷款买房，需要看缴存
公积金的城市是否允许异
地贷款。

根据新政，将取消住房
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保险、
公证、信访评估和强制性机
构担保等收费项目。

记者了解到，目前公积
金贷款主要涉及评估费、抵
押登记费和担保服务费。按

照相关规定，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必须提供担保，大部
分人会选择担保公司担保，
就会产生担保费用。由于政
策未落地，目前聊城的担保
公司仍在收取担保费用。新
政实施后，对用公积金买房

者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市民陈女士介绍，她准备选
择公积金贷款买房，前几天
去办手续时，担保公司给她
算了笔账，她要贷款30万，
仅担保费就要缴纳6000元。

“幸亏还没来得及缴，我要

等 着 政 策 出 来 之 后 再 办
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由于目前政策还未落地，很
多市民表示不着急办理公
积金贷款，准备再等等。

本报记者 谢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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