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套房贷款利率4.48%
创历史新低

金融搜索平台融 360 近日发布 6 月房贷
报告显示，该月全国首套房平均利率为
4.48%，创历史新低，同比去年6月的5.43%下
降近 1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银行为首套房
贷款提供优惠利率的比例大幅上升。去年
同期，全国提供首套房利率优惠的银行占比
为 49.14%。此后，全国优惠利率占比连续数
月增长，今年6月更是达到85.31%，较上月增
长了1.54%。

报告显示，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北京首
套房利率平均折扣为 8.52 折，平均利率为
4.17%，在全国首套房利率最低城市中排名第
二，仅次于天津。首套房利率下降的同时，
首付比例也逐渐下降，首付 2 成逐渐占据主
流。在 2 月央行联合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
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全
国多家银行调整了首套房的首付比例。报
告显示，截至 6 月 20 日，全国 531 家银行中，
共有306家银行将首套房首付比例调至2成，
较上月增加 13 家，占比达 57.63%。此外，首
付2.5成的有89家银行，首付3成的有128家
银行。

央行调查报告显示
居民买房意愿上升

央行近日发布 2016 年第二季度城镇储
户问卷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未来 3 个月内
准备出手购买住房的居民占比为 15.1%，较
上季提高1.5个百分点。

另外，对于目前房价，53.4%的居民认为
目前房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提高 2.6个
百分点，43.4%的居民认为目前房价“可以接
受”，3.2%的居民认为“令人满意”。对下季度
房价，21.1%的居民预期“上涨”，51.8%的居民
预期“基本不变”，12.4%的居民预期“下降”，
14.7%的居民“看不准”。未来 3 个月内准备
出手购买住房的居民占比为 15.1%，较上季
提高1.5个百分点。

住建部发布
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新规划

“力争到 2020 年，初步建立较为完善的
城市地下空间规划建设管理体系。”住房城
乡建设部近日发布《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

“十三五”规划》，以促进城市地下空间科学
合理开发利用。

“十三五”时期，我国将建立和完善城
市地下空间规划体系，推进城市地下空间
规划制订工作。到 2020 年，不低于 50%的
城市完成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规划编制和审
批工作，补充完善城市重点地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中涉及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内容。
同时，将开展地下空间普查，推进城市地下
空间综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到 2020 年，
不低于 50%的城市初步建立包括地下空间
开发利用现状、规划建设管理、档案管理等
的综合管理系统，有效提升城市地下空间
信息化管理能力。

武汉调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度
中心城区最低1550元

近日，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出通
知，调整 2016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度。
2016 年度武汉地区在岗职工住房公积金最
低缴存基数，中心城区不得低于 1550 元，新
城区不得低于1320元；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
8%，但最高比例不得超过12%。

通知从今年 7月 1日起执行。各缴存单
位应根据本单位职工上一年度月均工资调
整职工当年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度。今年7
月 1日前，已按照 2015年度的工资总额为职
工调整了住房公积金缴存额度的单位，其调
整有效。以前年度未按照政策规定标准足
额为其职工缴存的单位，可于每年12月就差
额部分为职工补缴。 （综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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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熊凤玲

合理选择提贷政策

吴彬介绍到，省直公积金自2006年实行提贷并举政策以来，
共有4万余户职工享受此项政策福利，最大限度地节约了市民的
购房成本。下月起提贷只能二选一，是商贷后再提公积金还款，
还是直接申请公积金贷款购房划算？单就两者利差情况 ，有业
内人士算了这样一笔账——

以一套总额100万元的改善型房源为例，首付50万元之后，
如果直接选择公积金贷款50万元，分期20年，则购房人需要支付
利率总计18万元左右。若购房人公积金余额有20万元，前提不
变，把20万元提取出来用作房款，剩余30万元做商业贷款20年，
按9折优惠利率计算，总共要支付的利息是15.2万元左右。对比
显示，如果公积金个人账户里金额超过20万元，提取公积金比贷
款更加划算，但是公积金账户里没有20万元，则应直接选择公积
金贷款享受低利率优惠。当然，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个人资金用途
及提前还贷等各种情况，提贷选择情况则不能一概而论，购房者
不妨邀请中介等专业人士根据自身不同情况精细计算。

吴彬同时告诉记者，一旦个贷率下降到警戒线85%以下，
商转公及提贷并举政策都会再度开启，但根据目前的资

金运行情况及房地产走势预估，时间点可能至少在两
三年之后。

目前已有多个楼盘
停贷公积金

据悉，除首套房可选择公积金贷款
外，符合条件的改善型购房，同样可以选
择公积金贷款。江西省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规定，无住房公积金贷款或公积金贷
款已结清的缴存职工，经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系统和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系统查询，
借款申请人及共同借款申请人于2010年3
月 23 日后不超过 1 套个人住房贷款记录、

有2套（含2套）以上个人住房贷款记录但名
下无房或只拥有 1 套的，可按改善型住房公

积金贷款政策申请。对于职工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住房用于改善型住房需求

的，按照首套房贷款政策执行。
5月中下旬，市民林先生本有再购房打算，可

让他十分郁闷的是，自己在九龙湖看中的几个楼
盘均表示不接受公积金贷款。

高位运行的个贷率下，必定伴随长周
期的放款。相比南昌市公积金短则两三

个月的放贷时间，省直公积金最长不
超过一个半月的放贷还算快速，为此

不少开发商明确不支持公积贷款。
然而记者从公积金相关管理

部门获悉，开发商无权拒绝公积
金贷款，如遇上述拒贷情况，市
民可向房地产管理部门进行
投诉。

下月起公积金提贷二选一
哪种选择更划算？

6 月 25 日，蓝光雍锦王府包含园林样
板段、顶级会所（售楼处）及洋墅样板房全
部开放。为迎接示范区开放，蓝光雍锦王
府携手爱马仕首秀南昌，打造了一场极致
的爱马仕时尚秀场，千人御临现场观礼。

此次示范区开放最引人关注的莫过
于蓝光雍锦王府低密电梯洋墅样板房。
记者在现场看到，前往参观样板房的客
户早早在门口排起了长队，产品受市场
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据悉，此次蓝光雍
锦王府仅推出 108 席低密电梯洋墅产品，
买一层送两层使用率逾 200%，且有约 6.6
米的超大景观阳台，现场更有 10 万元抵
20万元的认筹优惠，活动现场最终成功认
筹过百席。

作为南昌首屈一指的文化豪宅，蓝光
雍锦王府以东方禅意为园林造景，充分融
合了照壁、玄石等元素，重视诗情画意，创

造意境、情景交融的境界。蓝光雍锦王府
周边配套有万达、天虹及华侨城欢乐谷等
商娱乐项目，南昌一中、南昌站前路小学
名校资源在侧；象湖公园、朝阳公园及桃
花河环绕四周美不胜收。

2016年“首创奥莱·奥跑中国”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大众路跑全国系列赛·第二站——
南昌站的比赛日前落下帷幕。作为跑步界
的重磅之声, 本次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旗
下直属单位中国田径协会、国家奥体中心共
同主办，标志着赛事本身所具有的一流专业
性和权威性，吸引了千名跑者前来参与。本
届赛事的冠名方，首创奥特莱斯相关领导出
席了赛事开幕仪式。

上午八点半鸣枪，早上六点就已经有跑
者早早来到现场热身，工作人员也都早早开
始了忙碌，为现场跑者解答赛事相关的问
题。跑步，作为拥有最广泛运动爱好者的全
民运动，与首创奥特莱斯的消费群体有着天
然的共通性，齐全的运动品牌系列及运动元
素的融入即是各地首创奥特莱斯的特色之
一。此番与“奥跑中国”的跨界合作，是首创
奥特莱斯增强与目标消费群体的互动性、拓

展消费者多元购物体验的一次探索性实践。
本次“首创奥莱·奥跑中国”全国系列赛

计划于全国 7 个城市举办 8 站比赛，每站比
赛均设在各省市的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或
省市级体育中心）。在南昌站之后，赛事还
将陆续登陆湖北、陕西、海南、江苏、浙江等
地。本次赛程所进入的城市，正是首创奥
特莱斯实现“五年二十城”战略布局的关键
棋子。首创奥特莱斯将凭借对各地城市文
化的熟知以及丰富的运营经验，积极参与到
此次赛事中，用跨界的步伐为跑友呈现出更
多惊喜。

南昌首创奥特莱斯，位于南昌新建区长
堎大道旁，13 万平方米公园式体验商业街
区，纯经营业态，比肩国际的潮流购物方式
席卷南昌，融合国际名品购物、儿童娱乐、休
闲餐饮、生活超市、影院多重消费休闲模式，
助力南昌旅游业多元化发展。

根据省直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公告通知，自下月起，省直公积
金管理中心将停止执行职工购房“可提可贷”政策，即只能在提
取公积金支付房款和申请公积金贷款之间“二选一”，同一套住
房提取了公积金支付房款的，不能再申请公积金贷款；申请了公
积金贷款的，不能再申请提取公积金付房款。据悉，南昌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已于去年11月停止“可提可贷”政策，至此，南昌
楼市公积金提贷并举政策将全面停止。

公积金个贷率创出历史新高

去年以来，国家连续调整住房贷款政策，其中明确要求进
一步提高住房公积金个贷率，支持职工住房消费，用好用足住
房公积金存量资金。受降息等多重利好政策的影响，截至目
前，公积金贷款利率5年期以内仅2.75%，5年期以上3.25%，创
下历史新低，公积金迎来史上最宽松政策。

政策刺激下，自 2015年以来，我省公积金个贷率一路走
高。江西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吴彬告诉记者，2015年
省直公积金缴存额达26.6亿元，但当年提取总额达18.5亿元、
贷款总额29.7亿元，创下个贷率93.39%的即时高位，2014年
这一数据仅为69%，且此前多年这一数据均未超过70%。

吴彬告诉记者，住房公积金个贷率，即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与缴存余额之比，是体现公积金
支持个人贷款买房力度的重要指标。正常数值应
在 75%至 80%之间，85%即为资金安全流转的警
戒线。

今年以来，省直住房公积金延续了去年
的发展态势，各项业务指标继续增长。在努
力扩大覆盖面、提高归集额的同时，省直中
心的个贷率一直维持在高位运行，前5月，
省直公积金累积归积额达 11.52亿元，即
时办理提取8.3亿元，发放个人贷款9.1亿
元，缴存余额 76.6亿元，贷款余额 74.8亿
元，个贷率继续提高至 97.75%，创下历史
新高。

据悉，2015年省直公积金为缓解资金
压力，满足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的贷
款需求，已使用批量贴息贷款发放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 3亿元，目前仍有 1200笔逾 5
亿元贷款资金积压，省直中心预计今年将进
一步使用批量贴息贷款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10亿元。目前，为确保中心各项业务工作
平稳运行，并保证已受理的个人贷款如期发放，
个人购房、退休等提取按时支付，江西省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发出公告，自 2016年 7月 1日（含）起，
省直公积金停止执行职工购房“可提可贷”政策，即
只能在提取公积金支付房款和申请公积金贷款
之间“二选一”，同一套住房提取了公积金支
付房款的，不能再申请公积金贷款；申请了
公积金贷款的，不能再申请提取公积金
付房款（含夫妻双方或共同产权人）。
以2016年6月30日（含）作为业务受
理时间节点，在该时间节点前，一
手房已办理完合同登记备案的，
二手房已办理完契税完税证明
的，可继续执行“可取可贷”政
策。原按月划拨及按年提取
公积金还贷政策不变。

同样因为资金紧张，
该项政策南昌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早于 2015
年11月停止执行。

“首创奥莱·奥跑中国”南昌站热辣开跑 蓝光雍锦王府示范区开放

提
取
公
积
金
支
付
房
款

申
请
公
积
金
贷
款

楼市资讯

江西日报特刊部重磅打造

江西日报微生活

C3楼 市 JIANGXI DAILY
2016年6月30日 星期四
■ 特刊部主办 ■ 主编：熊凤玲
■ 美编：邓志刚 ■ 电话：0791—86849525 E-mail:6849849@sina.com@sina.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