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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公积积金金还还房房贷贷可可委委托托提提取取
分为委托按月和按年提取还贷两种方式

以下内容均依据截至2015
年底的国家、省、市住房公积金
相关政策，今后如遇政策调整，
应以最新规定为准。

67 .购买商铺能否提取住房
公积金？

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
例》规定，职工在购买具有产权
的自住住房时，才可以提取住房
公积金。因此，购买商铺不可以
提取住房公积金。

68 .大修自住住房提取住房
公积金时，都需要哪些材料？

职工大修具有产权的自住
住房，应提供提取人的房产证原
件及复印件、房屋安全鉴定部门
出具的《房屋技术评定书》以及
工程造价书、购买建筑材料的发
票、身份证、住房公积金龙卡原
件和复印件各一份，填写《住房
公积金提取申请书》一式两份并
加盖单位公章。

69 .出国定居后提取国内的
住房公积金需要哪些材料？

职工出境定居应提供其移
民批准文件原件或定居国 (地
区 )长期居住证明原件及复印
件，《住房公积金提取申请书》
一式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70 .在农村老家自建住房是

否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需要哪
些材料？

翻建、建造自住住房的，可
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
的存储余额。

应提供提取人《宅基地使用
证》原件及复印件及与《宅基地
使用证》所在地一致的户籍证
明、村委会开具的建房或翻建的
证明、购买建筑材料的发票、身
份证、住房公积金龙卡原件和复
印件各一份，填写《住房公积金
提取申请书》一式两份并加盖单
位公章。

自取得购买建筑材料发票3
年内办理提取。

71 .外地买房子可以提取住
房公积金吗？

职工购买具有产权的自住
住房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在
外地购买具有产权的自住住房
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

72 .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归
还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分为几
种方式？

委托提取还贷分为委托按
月提取还贷和委托按年提取还
贷两种方式。

委托按月提取还贷指借款
人或共同借款人委托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按月提取其住房公

积金账户中的存储余额，直接冲
减其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月应
还款本息的行为。

委托按年提取还贷指借款
人或共同借款人委托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按年提取其住房公
积金账户中的存储余额，划入指
定账户用于归还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的行为。

73 .申请办理委托按月提取
还贷有哪些条件？

(1)委托申请人及其所在单
位均连续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
积金1年以上且个人住房公积金
账户处于正常状态；

(2)委托申请人未为他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提供担保；

(3)委托申请人信用良好，
申请办理委托按月提取还贷业
务时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当前
无逾期现象；

(4)申请办理委托按月提取
还贷业务时，委托申请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余额合计应大于未来6
个月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月
应还款本息总额，且委托申请人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合计应大
于当期月应还款本息；

(5)委托申请人住房公积金
缴存和贷款在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的同一机构。

74 .申请办理委托按年提取
还贷有哪些条件？

(1)委托申请人的住房公积
金缴存账户处于正常状态且未
为他人住房公积金贷款提供担
保；

(2)委托申请人信用良好，
申请办理委托按年提取还贷业
务时，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当前
无逾期现象，且在申请前 1 2个
月内累计逾期期数不超过3次。

75 .委托提取住房公积金归
还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办理
流程是怎样的？

(1)委托申请人携带身份证
等相关材料，向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提出申请，并填写《委托提
取还贷申请表》。

(2)符合办理条件的，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与委托申请人
签订《委托提取还贷协议书》，
建立委托提取还贷关系。已签订
完《委托提取还贷协议书》的委
托申请人即为委托提取还贷业
务委托人。

(3)《委托提取还贷协议书》
生效后，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按
照协议约定划转资金。

76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应
具备哪些具体条件？

借款人申请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1)正常连续缴存住房公积

金在6个月(含)以上；
( 2 )具有合法的购买或建

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合同或
协议及相关证明材料，并且其
合同或协议签订时间在 2年以
内；

(3)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
信誉良好，有偿还贷款本息能
力；

(4)采用济宁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认可的担保方式，包括
房产抵押(现房抵押和抵押加开
发商阶段性保证)、质押、个人信
用 (自然人 )担保、担保公司担
保；

(5)借款人家庭首次使用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购买普
通自住住房，最低首付款比例为
20%。对已使用过一次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并已结清相应
购房贷款的居民家庭，为改善居
住条件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个
人住房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住房
的，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0%。停
止利用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购
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

(6)没有尚未还清并且数额
较大，可能影响贷款偿还能力的
债务。

⑥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创举。济宁市住房公积金制度自1995年建立以来，经过20年的发展，已
成为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善职工住房条件、实现住有所居目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各项住房公积金提取、贷款新政不断出台，为方便群众了解掌握住房公积金知识，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心组
织人员编写了《住房公积金知识100问》，选取了100个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并依据现行政
策整理了浅显易懂的答案。希望能为您缴存使用住房公积金提供便利。

* 1-66个知识问答题目可详见齐鲁壹点客户端 *

上个周末，济宁最火热的地
点莫过于鲁商·运河公馆了！4月
10日，备受关注的百万方运河墅
级大盘——— 鲁商·运河公馆正式
营销中心终于盛大开放，仪式在
正式营销中心新地址隆重举行。
鲁商集团领导及济宁市各业界代
表、嘉宾出席了此次开放盛典，嘉
宾与慕名而来的市民齐聚一堂，
共襄此次盛举。接下来，就让本报
记者带您去鲁商·运河公馆瞧个
究竟。

艳阳高照，春风拂面，正是一
个大好日子，鲁商·运河公馆营销
中心广场上彩旗飘扬、热闹非凡！
签到处的嘉宾一大早就排起了长
龙。上午9:30，伴随着热闹的开场
舞表演，鲁商·运河公馆营销中心
开放盛典正式开始。济宁交通广
播电台“六朵金花”齐聚开放盛
典，现场更有激情的舞蹈与杂技
表演等连台好戏。鲁商·运河公馆
精心准备的抽奖环节和有奖问答
环节，穿插在精彩的节目之间，洗
衣机、挂烫机、空调被、金龙鱼大
豆油等奖品被一一领取，惊喜大
奖不时引发阵阵骚动，现场的狂
欢气氛持续不断！

同时，鲁商·运河公馆更为济
宁市民准备了数十万枚鸡蛋，当
场免费赠送。不仅派出了500人的

“派蛋”团队在全市各主要路口随
机进行赠送，现场观众也可以关
注鲁商·运河公馆微信公众号，并
在现场拍照片集齐“五福”发送至
朋友圈，即可免费领取鸡蛋礼盒
一份，十足的诚意得到了现场来
宾们的一致叫好！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除了现
场抽奖，项目更在全市举行“交通
广播闪大灯”活动，在指定路段闪
大灯，送出20万大奖，吸引了全市

人民的关注。正是闪到哪里，堵到
哪里，引发多路段的“拥堵”，激起
全城参与热潮。成功吸引了市民
的聚焦热议，极大地提高了项目
知名度，并为项目聚拢了大量人
气。

开放仪式结束后，来宾们迫
不及待的涌入营销中心，沙盘区、
洽谈区、园林景观区等马上被热
情的人群占据，销售人员热情地
为客户解答疑惑，看到项目的大
手笔规划、充满中式风情的园林
景观展示，来宾们纷纷举起手机
拍的不亦乐乎。

依水入梦、枕河而居的生活，
使得鲁商·运河公馆这个墅级生
态大盘多了一种内地城市所缺少
的独特魅力！庆典持续了6个小
时，营销中心就接待了近万名客
户，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开放盛典
如此火爆，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
来，鲁商·运河公馆将在济宁掀起
一场新的购房热潮！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鲁商·运
河公馆是鲁商置业继鲁商·南池
公馆之后，在济宁倾心打造的又
一升级力作，项目西邻千年京杭
大运河，数百米宽浩渺河面，碧波
荡漾，滨水景观带已动工建设，景
观价值优越。且鲁商?运河公馆以
大运河为坐标，采用森林大景观
设计手法，结合地形地势，建筑设
计东高西低，使居者无论在哪个
角度都能俯瞰大运河，享受城市
中难得的枕水而居的奢适生活。
社区内部规划多个组团花园、城
市景观广场穿插其中，叠水瀑布
水景蜿蜒，与千年运河的水波流
转相互呼应，园林布局下沉广场、
林荫大道、苍茂树林、葱郁草地、
水景花园、体验式景观……构建
出一个鲜氧宜居社区。

项目规划有国风别墅、花园洋
房和瞰景高层等高端产品，总建筑
面积约百万方。187-224平米城市
别墅、112-167平米花园洋房、84-
138平米瞰河高层，多样的产品及
面积规划，构建起鲁商置业精心打
造的运河畔高尚圈层生活，完美的
生活画卷已经渐次展开。

项目全系产品引进新风科技
系统，吸入户外空气、过滤颗粒
物、病菌、输送新鲜空气，让每个
房间保持清新干净的空气，没有
雾霾、消除污染，让您随时都能任
性呼吸！瞰景高层更考虑市民实
际需求，以98平米全能三室设计，
满足业主刚需或改善全家庭的住
房需求；全明户型设计，全部南北
通透，开窗即可俯视千年河水悠
悠，奢享济宁难得的亲水生活。

为了更多业主的家庭教育考
虑，项目还规划近3600平米大型
双语幼儿园，高端教育品质，让您
的孩子从小赢在起跑线上。此外，
项目更引进银座购物广场，涵盖
了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综合
业态，打造高品质的生活配套区。
周边商业、教育、休闲等生活配套
齐备，满足业主日常消费、子女教
育及休闲娱乐所需。

鲁商置业已在济宁深耕6载，
一向以良好的产品口碑与过硬的
产品品质得到市场的赞誉，鲁商·
运河公馆将凭借毗邻京杭大运
河、占据城西南交通枢纽等先天
优势，打造出济宁宜居的墅级生
态大盘。

据了解，鲁商置业会会员入
会全城火爆预约中，凡入会会员
若购买新增项目的高层、洋房及
低密度物业产品，均可享受日进
斗金政策，自会员入会当日起至
新增项目开盘之日止，享受日进

斗金优惠，即总房款优惠100元/
天。如此优惠的政策，记者都要心
动了，您也快加入鲁商置业会享
受更多精彩与惊喜吧！

纵揽运河沿岸的壮丽景致，
与城市繁华相映生辉，舒适健康
的居住环境设计与考量周到的生

活细节，城市名流的圈层私享家
已见雏形。鲁商运河公馆建成后
将成为济宁可彰显档次、具有环
境适宜、配套完善的城市高端居
住社区。鲁商·运河公馆，藏品级
奢适墅质大盘，恭迎莅临品鉴！

（马敏）

鲁鲁商商再再发发力力 运运河河展展新新风风
——— 鲁商·运河公馆正式营销中心盛大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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