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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商河河可可办办理理个个人人住住房房公公积积金金贷贷款款了了
2人及以上职工家庭最高可贷款40万，比同期商贷节省16万元以上

本报6月3日讯(记者 李云云
陈伟) 记者在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管理委员会了解到，商河县近期将
会全面启动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
务。届时，凡是符合条件的在职职工
都可以在商河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这吸引了商河县市民和广大房地产
开发商的广泛关注。申报需要具备怎
样的条件，申报需要怎样的流程，最
高可以贷多少钱，都成了市民热议的
话题。对此，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召开专项培训会议，对市
民广泛关注的话题答疑解惑。

商河县自2007年缴纳住房公积
金以来，目前每人基本累积金额在1
万元以上，但是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迟迟没有开展。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
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说：“开展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是商河县
刺激楼市的主要举措，市民也可在贷
款中省去不少钱。”工作人员提到，申
请人为1人的职工家庭最高可申请20
万贷款，2人及以上职工家庭最高可
申请40万元，5年以上的公积金贷款
年利率为3 . 75%。

市民王先生说：“现在5年期限的
商贷利率为5 . 5%，这样一来能省不少
钱呢。”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
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给王先生算了一
笔账，若一个家庭夫妻双方最高可以
申请40万元的贷款，还款年限为30
年，公积金年利率为3 . 75%，而商贷则
为5 . 65%，30年下来，可以节省16 . 4万
元左右。工作人员说：“现在在商河买
个100多平的房子才三四十万，这样
一来半个房子的钱都省了。”

知道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省钱后，王
先生不禁问道：“是不是只要缴纳住房公
积金就能申请？”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解释道，凡是单
位建立公积金制度并至贷款时已连续
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6个月以上的在职
职工都可以申请。值得注意的是在申请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时，必须缴纳
一定比例的首付款，首套房一律最低两
成,二套房三成。

商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
员会的工作人员表示，申请过程大体
可以分为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申请
人申请面签由银行进行初审、公积金
管理中心审批并划拨资金、委托银行
发放贷款四个步骤。开发商刘先生
说：“申报流程相对简单，到时候申请
人直接去问售楼处或者是银行就可
以。”目前，商河县可以开办住房公积
金贷款业务的主要有农业银行、建设
银行和齐鲁银行3家。

一家楼盘的销售人员说：“实行
公积金贷款后，一定程度上会刺激市
民的购买欲，尤其是有公积金的工薪
阶层和白领。”

来来中中央央华华府府体体验验弓弓箭箭魅魅力力
极富传统与贵族气息的弓箭运动首现商河

本报6月3日讯(通讯员
赵晖 记者 李云云) 5月
30日上午，“华府论道，一箭
倾心——— 中央华府弓箭体验
VIP专场第一季”在中央华府

售楼处隆重举行。这是传统
弓箭运动首次引入商河，开
启了中央华府高端客户专享
体验的新篇章。

弓箭体验活动吸引了中

央华府新老客户的广泛参
与，活动当天100多人前来体
验。中央华府的工作人员还
特地邀请了著名国学讲师刘
明勇老师为来宾们讲述中国
儒家的“射礼”。刘老师现场
示范了传统弓的使用，赢得
了现场来宾们的阵阵掌声，
将活动带进了第一个高潮。

在来宾们逐一体验过弓
箭的魅力后，中央华府组织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箭术大
赛。大家踊跃参加，乐而忘
返。现场对弓箭爱不释手的
孙先生激动地说：“以前从来
没有见过这么专业的弓箭，
更别提这么专业的场地了。
今天体验一下感觉非常好。
射箭的时候要平心静气，能
整个人沉下心来专心做一件
事，很有感悟。”

据中央华府的工作人员
解释，之所以选择箭术运动

作为高端客户体验项目，因
为箭道中蕴含的哲学精神与
开发商“明仁置业”的企业文
化十分吻合。箭道对高尚品
德的追求，正如中央华府对
产品品质的专注，以及对业
主的诚信。

活动当天，中央华府的
工作人员还现场给顾客们演
示了一把，人人做得有板有
眼。工作人员赵先生说：“我
们工作人员平时都会去训
练，半月练下来，我们都觉得
修身养性了不少。”

箭术，欧洲传统贵族运
动；射礼，中国儒家君子六艺
之一，如今在明仁·中央华府
得到了完美的结合。据了解，
中央华府正在打算建立弓箭
俱乐部，这样一来，不仅可以
去中央华府买房，还可以学习
射箭，极富传统与贵族魅力的
弓箭体验也开创了商河先例。

钱隆汽车后市场

做您的车管家
销售、缴税、保险、

挂牌、装饰、救援一条龙服务

本报6月3日讯 (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郭景忠 ) 5月29日上午10点
左右，商河县第十一届车展暨钱隆汽
车后市场开业典礼，在钱隆汽车城正
式开始，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的关注。
活动当天，5 0多个品牌的上百辆车参
加了展出，钱隆汽车城的客户接待大
厅、保险理赔中心、维修服务中心等也
正式投入使用。今后，顾客可以在钱隆
汽车城享受汽车销售、缴税、保险、挂
牌、装饰、售后及救援的“管家式”服
务。

“周五去钱隆汽车城看车展”成了
不少商河市民近日热议的话题，上周
五早上9点，钱隆汽车城门口已经聚集
了不少市民。来自于龙桑寺镇的杨先
生说：“以前看车展都去济南，近几年
咱商河人买车都习惯来钱隆汽车城，
离家近方便，价格还便宜，听说今后销
售理赔等服务实现一体化，我今天来
看看。”

1 0点左右，车展和汽车后市场开
幕式在一首劲歌中拉开帷幕。钱隆汽
车城的总经理王付金在开业致辞中强
调“汽车后市场是汽车行业发展的新
兴事物，今后发展汽车后市场会成为
钱隆汽车城服务的重点”。据了解，汽
车后市场服务包括汽保行业、汽车金
融行业、汽车 IT行业、汽车养护产业、
汽车维修及配件行业、汽车文化及汽
车运动行业、二手车及汽车租赁行业
等七大行业。

随后，市民陆续参观了客户服务
大厅、维修中心、安检中心等部门。在
客户等候厅内，座无虚席，40名顾客在
等候着业务办理，闲暇之余，不少顾客
还在交谈着。来自玉皇庙镇的杨先生5

年前在钱隆汽车城买的车，今天来进
行汽车保养顺便帮朋友买车。杨先生
说：“开车去保养的时候，我提到车方
向盘有点问题，工作人员就直接开去
安检了，都不用自己费心。”对于维修
中心，杨先生更是赞不绝口，一个劲地
对朋友说：“还犹豫啥，就在这里买
吧。”

据了解，在商河以及周围县区，钱
隆汽车城明确提出了“汽车后市场”这
一理念，并已开始实施，为顾客提供全
天候的管家式服务。提到建立汽车后
市场的初衷，王付金说：“现在的客户
都在追求高质量高标准的服务，怎么
为客户节约时间而又提供便利，是现
实所面对的问题，为了免去这一繁琐
的时间与距离，我们要建设一个全面
而又高质量的后市场服务，做客户的
车管家。”

刘老师正在给顾客讲箭道。

1 .贷款申请材料具体有

哪些？

“申请流程中提到贷款人要提交申
请材料，到底要提交哪些？”刘女士说。
准备买房的刘女士最关心的问题是申
请材料，刘女士表示如果需要材料较
多，还真怕自己落下哪样。

银行的工作人员回答：“需要提交
的材料比较简单，基本都是现成的。不
过样数较多，到时候一定要带全了。”申
请材料主要包括《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个人住房贷款申请审批表》、贷款
人及共同还款人住房公积金共同缴纳
明细，借款人和共同还款人、担保人的
居民身份证、户口本和共同还款书、同
意抵押承诺书、担保书，婚姻状况说明、
商品房购房合同、借款人已交付不低于
规定比例购房款的有效凭证、借款人及
共同还款人、担保人所在单位提供的个
人资信凭证、由房产管理部门出具的家
庭房产查询证明等。

2、商贷没结清“公贷”购

二套房首付为三成

4年以前，市民李先生在豪门又一
城买了一套房子，目前商贷没有还清，

近日他又打算在商河重新购买一处房
子。李先生说：“这样我是不是就不能申
请了？”

银行的工作人员称，商贷未结清不
会影响再次申请。对拥有一套住房并已
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家庭，为
改善住房条件而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买普通自住商品住房的，最低首付款
比例30%，贷款利率执行基准利率。工作人
员强调说：“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缴
存职工和购买商品房的职工家庭是不
能享受公积金贷款业务的。”

3、申请人必须拥有济南

市户口吗？

市民赵先生老家是潍坊市，近几年
一直在商河工作，公积金也是商河的公
司给缴纳的。赵先生打算在商河买房安
家，赵先生说：“我不是商河本地人，能
不能使用呢？”

银行的工作人员说：“申请者不是
济南市市民，如果公积金缴纳地在商河
是可以办理贷款业务的，像赵先生这样
就可以。”同时，如果是商河市民，在外
地缴纳，也可以享受个人公积金贷款业
务。外地人外地缴纳公积金的话，原则
上可以办理，但是过程相对麻烦，担保
人必须是商河本地市民。

延伸阅读

贷款金
额

贷款期
限

公积金利
率

（%）
月还

普通
利率
（%）

月还 月差额
总差
额

20万 5年 3 . 25 3616 5 . 5 3820 . 2 204 . 2 12252

20万 10年 3 . 75 2001 .
2 5 . 65 2185 . 4 184 . 2 22104

20万 15年 3 . 75 1454 .
4 5 . 65 1650 . 1 195 . 7 35226

20万 20年 3 . 75 1185 .
7 5 . 65 1392 . 7 207 49680

20万 25年 3 . 75 1028 .
2 5 . 65 1246 . 1 217 . 9 65370

20万 30年 3 . 75 926 . 2 5 . 65 1154 . 4 228 . 2 82152

工作人员正在给顾客办理保险理赔。

住房公积金贷款与商业贷款对比表，从中可以看出节省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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