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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安安公公积积金金贷贷款款利利率率下下调调00..2255%%
房贷利率按年调息，已放款的仍按现有利率，少交月供要到明年

11月感恩季，“泰安万达媒体中国行”完美收官，好评如潮。11月
18日-20日，泰安万达广场为庆祝万达集团百店开业，特邀泰安主流

媒体踏上有现代“清明上河图”之称的中国第一商街——— 楚河汉街，

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参观巡游。据悉，此次泰安万达媒体中国行，深入

武汉中央文化区，体验了楚河汉街、瑞华酒店、汉秀等地的繁华盛况，

切身实地的感受了万达广场的商业魅力和强大影响力。正如许多媒

体同仁表示，“震撼，传奇，这一次算是真正认识了万达”。

武汉中央文化区——— 同行必去，中国必看

规划是成功的关键，定位是成功的第一要义。武汉中央文化区，

地处武汉市最核心地段，因此万达集团在建设之初，就确定了“中国

第一，世界第一，业内朝拜之地”的规划理念，确定了涵盖旅游、商业、

商务、居住的世界级文化旅游项目建设愿景，投入500亿进行综合开

发。正如记者亲见，武汉中央文化区，其规划的领先性，产业的多元

性，经济的复合性，都足以媲美全球任何同类案例，万达的造城能力

和全球商业思维由此可见。

楚河汉街——— 当之无愧，中国商业第一街。

特色化、差异化、产业化、文化型、综合型，楚河汉街以其独特的

商业魅力，被视为中国商业的航母，被看作中国商业地产朝拜学习，

必去之地！据记者了解到，仅 2011年国庆假期，就吸引客流超过200
万人，超过传统旅游焦点故宫，其影响里可以想象。不仅如此，楚河汉

街在商业街区打造上，保留古代唐宋色彩及近代民国元素，因此又有

中国商业的“清明上河图”之称。文化特色、丰富业态、时尚品牌、炫丽

夜景、楚河汉街，当之无愧中国商业第一街。

万达瑞华酒店——— 中国的“迪拜帆船酒店”
此次行程，记者一行同时也参观了武汉万达瑞华酒店，该酒店由

万达集团独家打造，是中国唯一七星级酒店，与迪拜帆船酒店配置相

同，是中国目前外观立面建造最华丽、内装用材最奢侈空间尺度最阔

绰、商务功能最齐备的酒店。

“汉秀”、IMAX、电影文化公园——— 世界顶级文艺盛宴

万达魅力，不仅是强大的商业影响力和运营力，更是饕餮的视觉

文化盛宴。首先，“汉秀”，它最早由开、闭幕式设计师马克?菲舍尔先

设计，灵感来自中国传统红灯笼造型的“汉秀”剧场，同时融入西方元

素和文化符号，是名副其实的世界顶级演艺剧场。电影文化公园，同

样也由马克?菲舍尔创意设计，其灵感取自楚汉文化精髓——— 编钟。

汇集全球最新顶尖电影娱乐科技，堪称“室内环球影城”。据悉汉秀和

电影文化公园尚未开业，门票已预售至明年6月份，火爆程度可见一

斑。不仅如此，武汉万达电影城是万达电影院线旗下最大的IMAX影

院，也是目前中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电影城。三天的行程，万达

带给记者的惊喜每一天都不同，每一次都震撼。

泰安万达，原版借鉴武汉万达模式与经验，创造泰安第一财富盛宴

武汉万达繁华纷呈，泰安万达同样精彩。原版借鉴武汉万达的先

进模式与经验，共享的万达集团实力和品牌影响，泰安万达广场，将

为全泰安投资者带来全新的财富机遇。年5600万游客的旅游经济势

能，日均6万人次的消费势能，鲁中唯一领袖企业总部基地的商务影

响力，泰安万达广场，比肩武汉万达的财富良机，精装SOHO、高端写

字楼、金街旺铺全系投资金品，感恩专惠。

““泰泰安安万万达达媒媒体体中中国国行行””完完美美落落幕幕
——— 楚河汉街上的世界之最，见证万达实力

学校自建科技馆

设备挺先进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 (记者
白雪) 近日，市实验学校校园

科技馆落成使用。科技馆由神奇
的力、魅之数学、声光、生命科学、
电磁、综合操作六大展区组成。学
校配备专职教师作为科技馆科普
讲解员，学生们足不出校就可以
体验到科技奥秘。

25日，泰安市实验学校学生
首次参观了这个科技馆，他们摇
着手动发电的机器看灯光亮起、
观看双曲狭缝、拍打无皮鼓等科
学器械，学生们都十分兴奋。

“我们学校现在居然有个这
么神奇地方了，实在是不想走
了。”一位五年级的女生说。

泰安市实验学校朱老师说，
科技馆在今年暑假开建，同时开
建校史馆。学校将把科技馆与课
程开发相结合，让每位同学参与。

一瓶白酒下肚

砸手机店柜台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 (记者
邢志彬) 24日晚，一男子喝醉

后在火车站附近一家手机店砸坏
柜台和几部机器。他本是坐火车
从青州去贵州的，在泰安下车时，
结果喝酒惹了祸。

嫌疑人孙某是青州人，和家
人闹别扭，打算坐火车去贵州打
工。途中在泰安下车，想去泰山逛
逛。因为身份证丢了，想办个临时
身份证明，结果跑了几个地方都
没找对窗口。

孙某有点着急，找了家饭店，
点了一碗面条、一瓶白酒，面条也
没吃，光把白酒喝了，喝完已经意
识不清，跑到附近一家手机超市
发泄情绪，砸坏柜台还砸了几台
平板电脑，店里统计的损失约
7000多元。

店里报警后，站前派出所民
警把孙某带回所里醒酒，第二天
他竟然把砸店的事儿全忘了，不
过店里的监控记下了整个过程。
办案民警说，如果物价部门核价
损失超过5000元，将移交刑警队
处理。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 (记
者 杨思华 ) 2 5日，记者从
泰安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了解到，泰安市公积金贷款利
率下调0 . 25%，五年以下(含五
年)公积金贷款利率从原来的
4%降到3 . 75%，五年以上从原
来的4 . 5%下调至4 . 25%。

近日，央行下调金融机构
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
这也是两年多以来央行首次

降息。这意味着房贷利率，包
括公积金利率都将下调，为购
房者们省下一大笔利息开支。

基准利率下调后，公积金
贷款对比纯商业贷款，优势仍
然十分明显。假设贷款400000

元，按揭20年，以目前商业贷
款6 . 15%利率计算，月平均还
款额为2 9 0 0 . 4 5，而按照公积
金贷款4 . 25%利率计算，月平
均还款额为2 4 7 6 . 9 4元，每月

平均少还423 . 51元。
“最近正在办理住房公积

金贷款，还没办完就出调息政
策了。”前来办理公积金贷款
的尹先生说，降息以后自己能
省很大一笔开支。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贷
款业务办理窗口一国有银行
工作人员表示，自调息以来，
咨询贷款业务的电话不断，来
服务大厅咨询的人数也比以

往有所增加。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银行

利率多采取一年一调，因此月
供减少要等到明年。“已经放
款的仍然按照现有利率，从
2015年1月1日起执行新利率，
新办理贷款业务还未放款的，
就可以按照新利率标准执行
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说。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记者
杨思华 通讯员 李慧贞

刘亮 张群) 25日，泰安市由市
政府直接组织建设的首个保障
性住房小区惠普家园东区经济
适用住房开始办理房产证。

25日上午，在建设大厦四
楼会议室设有引导牌、咨询台，
还有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引领办
证住户。“前几天就已经接到让
来办房产证的电话，小区也张
贴了通知，今天一早就赶忙过

来了。”正在等待办理房产证的
王先生说。

“为保证通知到小区每一
位住户，我们还入户发放了办
证须知，把办证时间、地点、流
程和所需材料等办证信息全面
告知了住户。”现场一名工作人
员说。

由于房产登记手续办理涉
及房管、税务、银行等多家部
门，市房管局保障房管理中心、
房产交易中心、物业办以及地

税局、建设银行等相关部门共
同搭建联动平台，专门在建设
大厦四楼会议室开辟经济适用
住房办证场所，集中办公。

“我们这次办证采取了‘一
站式’服务，多个部门联动，让住
户在同一地点完成资格审验、换
开发票、缴纳契税、房产登记等
事项，能为办证住户节省很多时
间和精力。”工作人员说。

据了解，本次办证活动涉
及30栋楼房，934户保障家庭，

为合理控制人流量，避免办证
现场拥堵，将934户保障家庭分
为6大组，15小组分批次进行办
理，住户秩序按照通知上标明
的时间，按时到规定地点办理
即可。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济
适用住房办证除缴纳契税、住
宅专项维修资金外，登记费用
减半收取，交易手续费1 . 5元/
㎡，权属登记费40元/套，夫妻共
有房产加收10元/本工本费。

惠惠普普家家园园东东区区经经适适房房开开办办房房产产证证
934户保障家庭分为6大组、15小组分批次办理

本报泰安11月25日讯 (记
者 陈新 ) 丽景社区爱心课
堂开课3个星期以来，每天都开
放，参与辅导的学生增加到四
五人，75名社区儿童在漂流书
屋办理了借书证。

丽景社区爱心课堂11月正
式开课，到25日整整三周时间。
25日下午，记者来到丽景社区，
负责爱心课堂的志愿者周庆
安老师下午3点就到达社区，一
边练习书法，一边等待孩子们
来上课。

周庆安说，爱心课堂自建
成以来每天都开放，包括周
六、周日，最多的时候一天有20

多个孩子到爱心课堂学习或
借书。目前已经有75个孩子在
漂流书屋办理了借书证。

记者看到，漂流书屋图书
借阅都有详细登记，每天还做
工作日志，目前工作日志已经

记完一大本。为了爱心课堂，
两位老师放弃了周末时间。

“虽然比较忙碌，但是感觉日
子过得充实了，比原来光在家
里有意义。”周庆安说。

周庆安告诉记者，现在放
学之后来参加课程辅导的学
生也已经从2人增加到四五个
人。“有些孩子父母工作忙或
者是父母文化水平低，辅导不
了作业，都送到这里来让我们
辅导一下。”

丽景社区书记彭风君说，爱
心课堂方便了居民，符合居民需
要，能给居民解决实际问题，这
样的事情应该继续办下去。

负责支持爱心课堂的上
级单位泰安市民政局社会救
助站工作人员表示，泰安目前
已经建成的有花园社区爱心
课堂和丽景社区爱心课堂，下
一步将在新泰、岱岳区继续建

设爱心课堂。“有需要的社区
可以通过泰山区民政部门提
出申请，但需要经过考察等一
系列程序。”该工作人员介绍，
社区也可以不通过他们自己
组织类似爱心课堂。

泰安市老园丁爱心接力
志愿者协会负责人介绍，目前
协会共有40多名退休教师可以
给社区爱心课堂提供服务，如
果接到社区申请，他们会就近
安排老教师开展志愿服务。

爱心课堂已有两家，还要再开两家，民政部门———

鼓鼓励励社社区区开开办办各各种种爱爱心心课课堂堂

周庆安等待社区孩子来上课。 本报记者 陈新 摄

学生们一起隔管听音。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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