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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金九九银银十十
有有戏戏了了
公贷新政盘活56亿资金

济南明年底个贷率将超80%

骗提骗贷

5年内别想再提

本报记者 喻雯

政策宽松了

风险也得防

公积金的资金使用量增大，
为了做好风险防范，《办法》中指
出，在加大提取和贷款力度的同
时，要防范骗提骗贷行为。

职工以提供虚假材料等欺骗
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或获得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责令其退回骗取
的住房公积金或违规贷款，并取
消缴存职工5年住房公积金提取
及贷款资格。违法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提高风险准备金提取比例，由
贷款余额的1%提高到2%。加强对
政策执行效果的监督与分析，当住
房公积金贷款率超过85%时，及时
提请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调整住
房公积金使用政策。

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
关负责人说，风险准备金比例的
提高，有利于减轻公积金贷款的
种种风险。“在实施过程中，我们
将密切关注并跟踪化解遇到的问
题和矛盾，既要用活又要管好。”
当济南市住房公积金贷款率较高
时，会研究新政策，确保业务持续
健康发展。

济钢、铁路、电力

仨分中心纳入本部

根据新政，尤其是租房提取条
件的放宽，将带来不小的提取量。

对此，上述负责人说，为了避
免出现挤提情况，公积金管理中
心拟在归集业务受托银行增加审
批窗口，并实行网上业务预约的
办法，合理分流人群。

在此基础上，将加强资金管
理。按照我省要求，统筹使用本市
住房公积金。电力、铁路、济钢分
中心资金纳入济南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统一管理、统筹使用。公积
金中心与三个分中心签订资金使
用协议，公积金中心本部贷款率
超过 85% 或遇大规模集中贷款
时，由公积金中心本部审批，委托
分中心发放贷款，贷款收益归分
中心所有，风险由公积金中心本
部承担。

对此，该负责人说，由于三个
分中心的行业管理特点，特别是
铁路分中心和电力分中心职工工
作地遍布全省各地、甚至省外，而
且工作流动性大，户籍与工作地
可能不一致。因此分中心可在本

《办法》的规定下，可就无自有住
房的界定标准、异地贷款的范围
等具有特殊性的问题制定具体的
操作办法。

此次济南版公积金新政，
在贷款、提取上都大大放宽，
公积金的资金使用量变化较
大。不少市民关心的是，公积
金中心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
吗？

对此，济南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有关负责人说，在新政
实施前，已经做了大量的评估
并制定了相应措施，以保证办
法的顺利实施。

从租房提取额度测算来
看，目前，济南市公积金中心
本部正常缴存人数 9 3 . 5 万
人。综合济南市房产信息系统
和公积金使用信息数据，按无
房人员 35万人，每人每年提
取7200元计算，每年新增提
取额约25亿元。

从物业费提取影响额测
算来看，按半数缴存职工提取
量计算，每年新增提取额约5
亿元以上。

从贷款政策影响额测算。

2015年上半年中心本部发放
贷款8594笔，平均每户贷款
额30 . 8万元。

由于额度的提高和可贷
额度公式的改变，多数职工可
提高贷款额度。以上半年贷款
发放结构测算，一年发放贷款
2万笔计算，预计一年可增贷
款额约26亿元。

综合以上几种支出，政策
调整后公积金中心本部一年
估计增加使用额约 56亿元。
目前，公积金中心本部收支基
本平衡。如果从10月份开始
实行新政策，至今年年底个贷
率将达85%，到2016年底个贷
率预计将达到95%以上。

“从全辖角度分析，政策
调整后，至2016年底，个贷率
或超过80%。”该负责人说，山
东规定个贷率超过85%后要
调整政策。为保持政策的稳定
性，根据济南实际情况，因此
建议目前先放宽上述政策。

济南版公积金贷款新政10月份真正落实后，哪些
人群将成为最大受益者？政策的调整将对房地产市场
带来怎样的影响？

光租房提款，每年就将新增25亿

本报讯 8月27日，商务部网
站挂出《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
于调整房地产市场外资准入和管
理有关政策的通知》显示，境外机
构在境内设立的分支、代表机构

（经批准从事经营房地产的企业除
外）和在境内工作、学习的境外个
人可以购买符合实际需要的自用、
自住商品房。

这意味着，境外人士在国内
买房的限制十年来首度被打破。

“限外令”从2006年开始，当
时人民币持续升值，国内物业价
值处于低谷期，当时大量的外资通
过投资中国房地产进入中国市场。
当时包括上海、北京等国内房地产
市场有大量海外购房者进入，“海
外购房团”一词频频出现。

有国企房地产高层表示，取
消境外人士国内买房的限制，实
则影响非常有限，因为境外人士
购房占比非常小，且国内住宅价
格相比十年前可获利的空间也
很狭隘，因此，取消限外令对于
住宅市场交易影响微乎其微。

据商务部网站等

十年“限外令”松绑

相关链接

政策影响

本报记者 喻雯

记者梳理济南公积金政
策发现，公积金在贷款、提取
上已作出过较大调整。

自去年以来，济南市积极
贯彻上级要求，一是放宽了公
租房提取条件；二是降低了职
工申请贷款的连续缴存时间，
由12个月以上降到6个月以
上，首套房、二套房最低首付
款比例分别由30%、60%降到
20%和30%；三是开展了全国
异地贷款业务；四是制订并实
施了《济南市农民工住房公积
金缴存使用暂行办法》；五是

开展了冲还贷业务，改变了提
前还款提取流程，积极发挥了
稳增长促消费的拉动作用。

记者了解到，今年1-7月
份，全辖缴存住房公积金 90
亿元，同比增长12 . 2%，占全
省 缴 存 总 额 的 1 9 . 7 % ；向
11587户职工家庭发放公积
金贷款35 . 6亿元，同比增长
39 . 5%，占全省总额的15%；
1 1 . 8 万人提取住房公积金
47 . 8亿元，同比增长11 . 9%，
占全省总额的18 . 4%。

本报记者 喻雯

新政前公积金调整已有多次

公积金新增提取额分析

噪从租房提取额度测算噪

（按无房人员35万人，每人每年提取7200元计算）

350000×7200≈25亿

从物业费方面测算（按半数缴存职工提取量计算）

935000×50%×1000≈5亿

噪从贷款政策方面测算噪

（2015年上半年数据，发放贷款8594笔，平均每户贷
款额30 . 8万元）

预计每年发放20000笔，将新增26亿

本本部部正正常常缴缴存存人人数数 9933 .. 55万万

2255亿亿++55亿亿++2266亿亿==5566亿亿

济南上半年公贷分析

单单身身职职工工贷贷款款

24%

双双职职工工家家庭庭占占

76%

纯公贷占33%，平均
贷款额24 . 2万元

组合贷款占67%，平
均公积金贷款额23 . 4万
元，平均商贷额23 . 5万元

33%

67%

纯公贷占61%，平均
贷款额32 . 8万元 61%

组合贷款占比39%，
平均公积金贷款额30万
元，平均商贷额23.7万元 39%

公积金个贷率预测

噪从全辖角度分析噪

截至2015年7月 2015年底 2016年底

80% 85% 95%
噪公积金中心本部噪

截至2015年7月 2016年底

80%61 . 9%

本报记者 喻雯

公贷新政

新政中，公积金贷款额度
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新的计
算方式，新方式取消了贷款额
度与账户余额挂钩的限制。

“同样的贷款缴存额度和时
间，不再按余额计算，贷款额
度可以增加几万块钱，有的单
身一族，可以更容易地贷到
30万，这对不少刚工作的年
轻人来说，减轻了购房压力，
有利于刚需的释放和实现。”
我省一名长期研究公积金政
策的业内人士说。

“两种贷款计算方式并
行，并以计算的最高额确定可
贷额度。这样做除了帮助刚需
实现外，也可以鼓励职工多缴
多存，从而保证更充足的公积
金供给。”济南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有关负责人说，住房公
积金是互助性住房保障资金，
目前济南市公积金缴存职工

人均账户余额2 . 8万元，据此
计算，21名缴存职工账户缴
存余额才能为一户家庭提供
贷款资金60万元。

“目前济南的个人住房公
积金贷款余额已高达290多
亿元，有43%的借款人贷款年
限为 30年。预计随着公积金
政策的调整，公积金使用率不
断提高，可供贷款的资金将日
趋紧张。”该负责人说，两种方
式计算可贷额度，有利于保证
贷款资金的有效供给。

“在提取上，亲情提取打
破了直系亲属的限制，职工与
儿媳、女婿在同一户口的，儿
媳、女婿也可提取公积金，这
激活了公积金账户余额的同
时，也真正减轻了年轻人的购
房成本。”该人士说，综合此次
的政策，可以激活更多潜在的
购房需求。

需求“变现”成交量

今年3月份以来，在国家
系列救市政策的刺激下，济南
房地产市场逐渐步入复苏回
暖的轨道，在经历了“红五月
和红六月”后，省城上半年新
房二手房一共卖了近6万套，
这也创下了自2012年至今四
年来的最高值。市场回暖的势
头一直持续，刚刚过去的 7
月，也呈现了“淡季不淡”的态
势，普通住宅成交7390套，比
6月份增加1万平米，成交稳
中有升。自从去年12月份普
通住宅成交均价达到最低谷
以后，今年以来各月连续上
涨，7月份成交均价维持在高
位。

记者梳理发现，在市场回
暖过程中，公积金一直发挥着

“催化剂”或“强心针”的推动
作用，尤其是今年 3月以来，
济南公积金先后做出多次调
整，增加市场成交，促进了“去

库存”。
8月6日，我省公积金新

政发布后，济南房地产市场带
来了明显的连锁反应。无论是
售楼处还是二手房中介，来电
来访量明显增加，购房预期得
到进一步改善。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省里
政策停留在政策导向层面，没
有真正落地，这导致不少有购
房需求的市民在观望，如今济
南版新政落地，这部分需求将
利于进一步实现，这对市场回
暖是一大促进。

“金九银十即将到来，
市场上的供应量将进一步
增加，这对目前已有的库存
又带来压力。”省城东部一
家大型房企负责人说，公积
金新政在此时落地，有利于
激活更多的潜在购房需求，
利于市场成交。“政策出得
很及时。”

打下强心针，观望或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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