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市“强心针”

多多地地密密集集调调整整
公公积积金金政政策策挺挺楼楼市市

缴存住房公积金386 . 8亿元

同比增长13 . 6%

截至6月底，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4473 . 1亿

元，缴存余额2363 . 8亿元。

住房公积金缴存 1-6月份

2015
2014

完成归集任务指标的54 . 7%

住房公积金提取 1-6月份

共提取住房公积金221 . 5亿元

同比增长37 . 3%， 其中6月份提取37 . 3亿元

截至6月底，累计提取住房公积金2109 . 3亿元，占累计

归集额的47 . 2%。

2015
2014

住房公积金个贷发放 1-6月份

共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190 . 4亿元

同比增加1 . 1%

截至6月底，全省住房公积金个贷余额为1564 . 5亿元，

比年初增加97亿元。

2015
2014

住房公积金个贷逾期率为0 . 1‰，个贷风险控制良好。

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 截至6月底

住房公积金业务收入43 . 9亿元，业务支出11 . 1亿元

实现增值收益32 . 8亿元

同比增长89 . 6%

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 1-6月份

2015
2014

全省1至6月份

住房公积金运行情况

本报讯 山东并非近期
调整公积金政策的唯一省
份。今年7月份以来，已有四
川成都、河南、湖北武汉等多
地出台政策放宽公积金贷款
条件，而今年二季度，深圳、
上海、无锡、南昌、宁夏等近
20个省份或地级市已出台住
房公积金新政。

成都市7月将单笔住房
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从50万
元提高至60万元，是成都一
年内第二次上调贷款额度；
天津市将住房公积金贷款额
度从每户40万元至60万元统
一提高到80万元。业内专家
分析认为，各地调整公积金
政策，既有利于提高购房者
生活水平，也意在加大对房
地产行业的支持力度。

同时，中国各地房地产
市场高库存现象明显。国家
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6月
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
6573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0 . 8%。“目前不少三四线城
市库存压力明显，放宽公积
金政策，明显有利于增强这
些城市的去库存动力。”上海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说。

从各地公积金结余情况
来看，以放宽公积金政策加
大对楼市的支持有其合理
性。据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数据，2014年，山东省发
放住房公积金贷款370亿元，
拉动住房消费785亿元，公积
金贷款占个人住房贷款的
19 . 4%。同时，公积金缴存余
额不断增长，已从2004年的
295亿元增长到去年的2198
亿元。

各地密集调整住房公积
金贷款政策，虽然有助于推
动楼市成交，但业内专家同
时表示，普通住宅库存高、消
化周期长的局面很难一时扭
转，特别是改变房地产投资
增速下降态势仍需时日。合
富辉煌山东区域市场总监许
传明说，目前中国房地产市
场的整体判断仍然是库存偏
高，虽然今年以来货币政策
及公积金政策的不断调整能
增强楼市的活跃度，但政策
传导仍需要时间。

据新华社

本报记者 喻雯

记者了解到，目前济南缴存职
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首
套普通自住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
为20％。首套房结清公贷再公贷买
二套房、首套房没结清商贷再公贷
买二套房，公积金贷款统一实行30%

的首付比例和基准利率。
在公积金贷款额度上，目前济

南市区个人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最高可贷款额度为25万，两人及以
上缴存公积金的家庭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最高可贷款额度仍为50万
元。市民可贷款额度计算方式为：借
款人及共同还款人公积金账户余额
×15。

对于商贷转公贷，济南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有关负责人说，按照
有关规定，济南商贷是可以转为公
积金贷款的，但是有一个最大的前
提是，“申请人当时在办理个人住房
商业贷款时，已经符合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条件”。“也就是说，无论是个
人还是楼盘，在申请公积金贷款时，
都要符合有关条件才可以。”该负责
人举了个例子，在申请贷款时，楼盘
不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购房者选
择了商贷。过几年楼盘符合公积金
贷款条件了，但是也无法把商贷转
为公贷，最关键的是要看起初申请
公积金贷款时，各方的条件是否达
标。如果当初购房者在买房申请公
贷时，楼盘符合公贷条件，但是开发
商不给公贷，日后是可以申请商贷
转公贷的。

再举个例子，如果个人在第一
次申请贷款时，账户余额只有1万块
钱，按照有关规定，最多能贷款15万
元。这个人还款几年后，即便账户余
额达到了4万，可以贷款50万，也是
不能再改变贷款额度的。

此外，该负责人说，商贷转为公
积金贷款，要征得公积金管理中心、
银行双方同意，开发商还要做好抵
押贷款的有关配合工作，所以这不
是其中一方就能决定“商贷转公贷”
的。

本报济南8月6日讯（记者 蓝
娜娜） 城市二套房最低首付调为3

成，贷款额与账户余额将“解锁”，父
母子女可“亲情提取”，异地公积金
贷款全面取消户籍限制。针对山东
省下发的公积金新政，6日，青岛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回应，青岛公
积金使用率已达93%，符合公积金
使用率85%以下自行落实条件，因
此暂不调整，今后根据资金情况适
时调整。

对于青岛而言，截至2014年底，
资金使用率已达95 . 34%，今年1至7

月份资金使用率平均达93%，远高
于行业85%的要求。由于缺少与银
行或其他城市公积金中心之间的资
金余缺调剂和融通机制，因此今年

“3·30”政策提出的“居民首套房公
积金贷款首付比例降至20%、二次
公积金贷款首付比例降至30%”至
今没有在青岛实行。

对于此次又一轮的公积金新
政，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回
应，提高贷款最高限额、推行异地贷
款、开展组合贷款、为进城务工人员
缴存公积金等政策，青岛已经在省
内率先实施，其中2013年1月将新建
商品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限额统一调
整为60万元，二手房公积金贷款最
高限额统一调整为35万元，异地公
积金贷款在今年6月1日正式实施。

公公积积金金连连缴缴半半年年可可贷贷五五十十万万
买房时，父母子女还可互相提取公积金

6日，我省发布了公积金史上最大政策调整。在放宽贷
款条件、提高可贷额度、扩大提取范围等方面都有“大动
作”。公积金连缴6个月可申请贷款，首套房最低首付两成，
二套房最低首付仅三成。山东公积金贷款额与缴存余额不
再挂钩，连缴半年可贷50万元，商贷可转公积金贷。公积金
提取政策再放宽，父母子女可“亲情提取”。异地公积金贷
款全面取消户籍限制。

本报记者 孟敏 实习生 杨兵

6日，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力介
绍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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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异地缴存住房公积金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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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指导意见，放宽贷款
条件，提高了可贷额度。”李力
分析说。“取消住房面积限制也
是一大亮点。”人民银行济南分

行副行长李建文说，根据文件
规定，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调
整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缴
存职工家庭使用住房公积金委
托贷款购买首房时，最低首付
款比例统一调整为20%，对建
筑面积9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贷
款不再执行30%的最低首付款
比例要求。二是拥有1套住房并
已结清相应购房贷款的缴存职
工家庭，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
申请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购买
普通自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
由50%调整为30%。

“济南市目前执行缴存余额
15倍规定，即职工账户有1万元公
积金余额，只能贷到15万元，取消
与余额挂钩的限制后，职工最高
可贷到50万元。”李力在发布会上
介绍说。这也就意味着连续缴存
公积金半年后贷款可达50万元。

据省住建厅住房公积金监管
处副处长张作持介绍，这是公积
金史上最大的一次政策调整。同
时将开展“商转公”贷款，住房公
积金贷款率在85%以下的城市，
要积极开展商转公业务，允许缴
存职工将已办理的商业住房贷款
转为公积金贷款，使公积金贷款
政策惠及更多缴存职工。未来，

“商转公”的限制条件将逐步取

消，单身人士贷款额度也将
逐步放开，不再限制为25万
元。

住房公积金贷款率高于
85%的城市，符合住房公积
金贷款条件的缴存职工的贷
款申请，经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审批，可试点由商业银
行发放个人住房贷款，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给予利差补
贴，补贴资金列入住房公积
金业务支出。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与商业银行应在委托
协议中明确各自职责。

同时，我省住房公积金
贷款年限放宽至借款申请人
法定退休年龄后5年。

在公积金提取条件方面，
此次政策调整给予了充分的放
宽。职工购买自住住房，未申请
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的，
在取得有效购房凭证3年内，可
一次性提取职工本人及配偶、
父母、子女的住房公积金，提取
金额不得超过购房款总额。申
请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的，在
取得首付款支付凭证1年内，可
一次性提取职工本人及配偶的
住房公积金，提取金额不得超

过首付款金额。农民工在城市
或农村新型社区购买自住住
房，或依法依规在农村宅基地
上建造自住住房，可提取本人
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张作持介
绍说，这意味着子女买房，父母
有公积金的可以提取；而父母买
房，子女有公积金的也可以提
取。之前仅局限于个人及配偶之
间“亲情提取”，现在范围扩大
到了父母、子女，这样的政策调
整在公积金史上也属首次。

此次政策调整还有一个亮
点，就是突破了原来规定的提
取范围，允许职工提取住房公
积金支付物业费、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等。缴存职工家庭每年可
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以支付普
通自住住房物业费，具体提取额
度由各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按
照当地物业费水平确定。职工缴
纳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可在取得
有效凭证3年内提取住房公积
金，提取额度不得超过所缴纳

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总额。
同时，职工连续足额缴存

住房公积金满3个月，本人及配
偶在缴存城市无自有住房且租
赁住房的，提供本人及配偶名
下无房产的证明，可提取夫妻
双方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租
住公共租赁住房的，按照实际
支出全额提取；租住商品住房
的，各地住房公积金管委会根
据当地租金水平和租住住房面
积，确定提取额度。

减购房压力 首套房最低首付两成

涨贷款额度 职工最高可贷50万

宽提取条件 父母子女可亲情提取

拓使用范围 公积金可交物业费

李力说，我省在积极开展
省内异地个人住房贷款业务方
面也有大突破。如职工在缴存
地以外的省内城市购买普通自
住住房，可以向住房所在地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
积金贷款，缴存地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要积极配合住房所在
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及时
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也可为本地缴存职

工发放异地购房贷款。
对结余资金多、贷款率低

的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企业分中心资金，全省可统筹调
剂使用，平衡城市之间资金余
缺，增强资金短缺城市贷款能
力。胜利油田、电力、铁路、济钢、
莱钢等国有大型企业住房公积
金分中心资金，要纳入城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统筹
使用，有效解决资金沉淀问题。

消户籍限制 异地买房可用公积金贷款

济南

商贷转公贷

三方同意才能办

青岛

使用率达93%

公积金政策暂不调整

各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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