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校对：张芳 房产中介

乐安居房产满堂红房产置换代理有限公司

东门外大街店江南嘉园门面 15189150555

开发区店新区幼儿园对面 15189150555

急 售

看房电话：李先生 17712821999

灵通房地产代理有限公司
地址：丹凤南路25号健康路6号
电话：86576815 15050871979

代办厂房、门面过户及贷款手续 13852929668

低价急售

联系：18952954668

宏源房产

急 售

华南新世纪花园店 开发区吾悦店 新民西路店

天怡和园高层5楼145
平米毛坯125.8万改合
同
滨河凤凰城5楼162平
米143.8万改合同
云阳小区5楼82平米
中装三室48.8万

华旭房产置业

地址：丹桂园南区115号门市（五中加油站向东50米）

联系：86500999 13615267056

商业街5楼100平米
新装修独库69.8万
天福花园3楼146平
米精装95.8万
翡翠林26楼80平米
新精装73.8万

阿丽房产
联系电话:86572727 13376186000

地址：江南嘉园4幢西8号门面

金丹阳房产

地址：水关路外贸楼6号 电话：15896373196

吾悦华府黄金楼层115平3房无税120万
恒大名都20楼95平精装2房83.8万
恒大名都15楼101平精装90.8万
天福花园5楼101平简装无税63.8万
御珑湾高层93平毛坯两房79.8万
翡翠林1楼136平毛坯3房2厅2卫89.8万
缇香花园电梯74平两房精装无税66.8万
锦绣江南4楼135平3房毛坯80.8万
凤翔花园12+13楼 295平毛坯电梯复式
183.8万
香堤国际130平精装无税118万

地址：四牌楼菜场东侧自来水交费斜对面电话：13951275659

步步高房产

如意房产

华南西2-15号门市，中国电信向西150米18952953598 15052975683

万家房产
地址：乔家巷（人民医院东边）电话：15952838828；18652838816

建平房产

地址：练湖新城斜对面 电话：13218362688

贷款买房要注意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甘于平凡的越来越

少了。在年轻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选择
创业，虽然要冒很大的风险，但他们不
怕失败可以重头再来，所以很多年轻
人都是没有稳定的工作单位和收入，
到了自己需要买房子的时候就会遇到
问题了。现在贷款买房子，购房者需
要向银行提交工作收入证明，那么没
工作如何贷款买房呢？办理贷款要注
意什么呢？

没工作如何贷款买房？
其实不管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利用

一些灵活的方式去应对的，比如说贷
款买房，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工作就无
法通过贷款买房子，其实并不一定。
银行虽然会要求购房者提供工作收入
证明，但工作收入证明主要是用来证
明购房者的还款能力的，购房者只要
抓住这一点来申请银行贷款就行。有
些购房者是属于自由职业者、个体经

营者，这种情况下，名下如果有国债、
股票、房产证或其他各种证明物品所
有权的单据，购房者就可以申请抵押
贷款。

办理贷款要注意什么？
1.了解购房政策
在贷款买房前有必要了解下购房

信贷政策，如购房资格、首付比例等。
2.选对贷款银行
不同的银行其贷款规定也不相

同，在办理贷款买房手续之前，购房者
一定要多向几家贷款银行了解一下贷
款政策。在跟银行咨询贷款业务的时
候要注意，银行按揭的服务品种越细
越多，借款人可获得的金融服务也更
加灵活多样，站在借款人的角度考虑，
拥有的选择权越多越好。

3.做好购房预算
买房子可不是一件小事情，买房

子需要的费用可不少，贷款买房原本

就是一种提前消费的行为，这对于购
房者来说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所以
在贷款买房之前，购房者还需合理的
规划一下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对自己
目前的经济实力、还款能力等作出客
观正确的评价，不能过高的估计了今
后的收入，否则将影响日后的生活水
平。

4.注意还款方式
目前还银行的贷款主要有两种方

式，一种是等额本息还款，另一种则是
等额本金还款，这两种还款方式差别
特别大。等额本金适合在前段时间还
款能力强的贷款人，比如工作年限较
长的人；等额本息比较适宜有正常开
支计划的家庭，特别是年轻人，经济条
件不允许前期投入过大，可以选择这
种方式。

贷款买房是属于一种提前消费的
行为，对我们今后的生活会产生一定

的影响，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贷款买
房这件事情，千万不要因为办理手续
的时候犯一些常识性的错误，影响以
后的生活。

订版
热线

13913429001
15952913677

阜阳老三村3楼46.16平2室毛坯独库29.8万
河滨新村3楼50平2室全天候阳光36.8万
东风新村私房60平米楼上下楼下装修新42.8万
司徒东方苑88平客厅朝南婚装，20万独库 46.8万
千家乐园6楼100平双阳台阁楼精装独库51.8万
小定船4楼78平精装独库前无遮挡52.8万
金香花园5楼90平新框架房精装独库无税59.8万
教师新村5楼92平装修独库双学区房62.8万
海宇花园3楼89平婚装设施全实验学区房独库63.8万
百合苑6楼100平新装修赠送30平阁楼合库65.8万
兴隆苑3楼4楼99平中装双阳台独库无税67万
练湖新城6+7楼158平婚装满两年紧靠超市独库78.8万
练湖新城22楼95平新精装进口墙布中央空调75.8万
凤翔花园6楼175平复式楼精装房79.8万
清馨家园4楼108平3室毛坯南北通透79.8万
新兴隆苑98平多层豪装南北通透独库汽车位81.8万
兴隆苑2楼123平精装户型方正采光极佳81.8万
惠泽苑9楼128平小高层毛坯飞机户型 85.8万
香堤国际95平6楼精装采光无敌87.8万满两年
风雅尚都5楼102平新婚装独库汽车位满2年89.8万

昆仑华府黄金楼层102平3室2厅豪装92.8万
锦绣熙城5+6楼150平婚装设全南北通透99.8万
华都幸福里29楼110平毛坯电梯房非顶楼103.8万
南郡中层147平毛坯小高层现房改合同可按揭105万
锦尚名都10楼111平婚装设全满五唯一105.8万
国信嘉源15楼95平毛坯边户南北通稀缺户型103.8万
练湖新城133平全新现代精装拎包入住采光好109.8万
荣城国际高层非顶楼113平毛坯 3室2厅113.8万
天怡南郡7楼总高11层147平4房改合同 113.8万
嘉源首府中上层119平婚装3年品牌家电满2年115.8万
欧洲城17楼153平4室2厅2卫毛坯无税115.8万
香堤国际15楼144平新装修双阳台满2年118.8万
金色家园142平层高3米2全新豪装品牌家电无税121.8万
荣城国际高层黄金楼94平三室全新装修未入住127.8万
滨河凤凰城4楼142平现房毛坯改合同130.8万
华都幸福里7楼110平前无遮挡豪装华校双学区129.8万
江南嘉园4楼151平3室2厅精装飞机户型独库135.8万
天波城11楼143平方豪华装修采光无限，138.8万
滨河凤凰城125平方4房新装修一年2月份满两年135.8万
碧桂园27楼178平房东精装送自购汽车位满2年179.8万

天波城2楼101平方精装独库87.8万2套/1楼91平方精装大花园85.8万
天波城8楼140新装独库车位149.8万/4楼100平方精装92.8万
天波城4楼130平方精装独库108.8万/4楼121平方精装独库汽车位112.8万
天波城3楼132平方精装独库汽车位129.8万/5+6楼200平方毛坯独库95万
天波城7楼115平方精装108万/17楼115平方精装修108万
天波城12楼132平方精装130万/10楼195平方毛坯独库汽车位186万
天波城6楼空中别墅292平豪装车位360万/藏龙御景16楼140平方毛坯168万
天波城3+4楼+汽库216平精装168万/3+4+5楼260平豪装汽库汽车位258万
天波城双拼别墅 280-310平毛坯汽车库390万起4 套
天波城双拼别墅 285平方精装修大花园汽车库448万4套
天波城独栋别墅450平方毛坯大院汽车库1118万/500平方临湖独栋1580万
天波城独栋别墅620平方毛坯4个车库998万
白金瀚独栋别墅 450平方大花园汽车库598万
恒大名都20楼125平方精装102万/2楼135平方精装未住景观房109.8万有税
恒大名都3楼85平方精装修76.8万/紫荆花园4楼102平方精装独库75.8万
凤翔花园2楼150平方精装修113.8万/电梯2楼136精装113.8万
吾悦洋房5楼144平双汽车位188万/恒大城11楼305平方毛坯128万
金鼎城市花园14楼158平方豪装132.8万/普善人家2楼125平方精装独库89.8万
金鼎城市花园18+19楼218平方毛坯119万/千禧花园4楼150平方精装98.8万
香堤国际12楼92平新装85.8万/10楼144平方新装115.8万
东方商城门面2间2层200平方198万/御珑湾洋房10楼148平新装139万
千家乐园1+2楼290平方精装修有院子203.8万
大亚一城2楼175平方毛坯汽车位172.8万/金凤凰花园3楼125平精装库91.8万

天波城电梯2楼157平豪装独库145.8万/电梯3楼142平方独库129.8万
天波城8楼142平方精装独库146.8万/20楼105平方毛坯独库88.8万
云阳小区1楼100平方大院可做门面68.8万/三中附近4楼90平方精装55万
吾悦华府10楼115平方新装汽车位138.8万
北苑路二层门面出租约500平方可餐饮办公仓储维修租金低于市场价

新市口文化城5楼160平方 精装修 88.8万
新家园5楼6楼复式203平方豪华装修有自行车库13平
方，汽车库20平方153万左右
海会新村1楼 60平方 精装修 大院子45.8万
健康路2楼170平方 精装修 三阳台 125万
碧桂园19楼135平方 豪华装修 满两年 145万
碧桂园3楼135平方 精装修 127万 采光好
澳都花城 7楼146 平方 豪华装修 122.8万
澳都花城3楼123平方 豪华装修 独库 105.8万
新市口利宝小区第一排3楼209平方 精装修 120万
丹凤北路5楼88平方 精装修 自行车库 55万
迈村新城3楼119平方自行车库14平方毛坯57.8万
冠城园小区5楼98平方精装修自行车库10平方63.8万
冠城园小区6楼98平方精装修自行车库15平方60.8万
江南嘉园1楼三间51平方 毛坯 35万 改合同
锦轩华庭1楼179平方 景观房，毛坯，135万
普善人家2楼141平方精装修 有自行车库98万
紫荆花园小公寓1楼 32平方 精装修 20万
金鼎城市花园6+7楼 154平方 精装修 58万
金鼎城市花园3楼66.5平方 毛坯 38万
吾悦华府二期 8楼 135平方 毛坯 128万
天波城空中别墅6楼7楼两层300平方豪华装修360万
城市绿洲18，19楼288平方毛坯 汽车位288万
江南嘉园4楼 136平方 精装修 98.8万
兴隆苑 别墅 296平方 毛坯大院子 380万
锦湖新村别墅 242平方 精装修大院子 300万
东方花园别墅380平方豪装停车场70平方左右460万
东方花园别墅550平方 毛坯大院子 600万
开发区东方电脑城 1楼 门面 32平方 32万
金鼎城市花园别墅 280平方 毛坯 319万
江南人家对面世纪豪都门面上下两间150平方350万
皮革商城门面一间三层实用面积110平方98.8万
商业街一间 四层 160平方 130万
金凤凰花园门面上下两间 108平方 168万
丹凤南路一间门面 57平方 175万

吾悦旁3楼165平简装165万
锦绣江南5楼146平汽库108万
天波城3+4装260汽库248万
南香草3.5楼105平67.8万
紫竹园3楼86平毛坯库86万
新市口6楼49平新装29.8万
丹凤南路5楼90平装修51.8万
迈村3楼119平三室二卫55万
东尼公寓26楼96平一口价60万
东尼公寓12楼136平一口价80万

香草苑5楼102平库74.8万
丹凤公寓5楼106平78.8万
普善6+7精装160平库86.8万
温州城东门面30平66万
温州城东门面53平100万
吾悦门面1楼30平78万
江南嘉园门面53平79.8万
南门门面1-3楼700平1000万
美域湾7楼128平三室二卫76万
出租：伊甸园别墅新装3000元/月

紫竹园12楼133平方新豪装未住138.8万
碧桂园27楼116平方精装127.8万
教师新村2楼106平方精装独库72.8万
万善园2楼3楼62平方精装独库52.8万55.8万
万善园4楼93平方精装独库65.8万
万善园二村2楼60平方新婚装独库52.8万
国信嘉源11楼70平方豪装河边第一排86.8万
荣城国际11楼60平方毛坯采光好68万
荣城国际18楼75平方毛坯采光好75万
荣城国际25楼115平方毛坯三室两卫122万
河滨新村3楼50平方精装齐全37.8万
三中附近2楼60平方41.8万45.8万两套
河畔花园3楼124平方精装齐全89.8万
凤美新村2楼70平方精装49.8万
凤美新村4楼65平方精装独库50.8万
公园新村1楼64平方简装院子56.8万
锦湖新村3楼94平方精装独库63.8万

练湖新城22楼86平方毛坯户型好63.8万
缇香花园6+7楼116平方毛坯独库76.8万三期
阜阳老三村2楼65平方精装天然气46.8万
阜阳老三村2楼47平方装修齐全31.8万
阜阳老三村3楼52平方简装31.8万
阜阳新三村4楼69平方新精装两年46.8万
水云东村1.5楼101平方精装独库69.8万
水云东村2楼98平方大露台150平方75.8万
兴隆苑2楼113平方装修露台78.8万
兴隆苑1楼119平方精装院子79.8万
缇香花园3+4+5复式楼278毛坯汽车库258万
缇香花园1+2+3楼230平方院子汽车库245万
缇香花园别墅300平方简装院子258万
锦湖新村别墅220平米方毛坯院子206万
东门别墅260平方毛坯大院120平方318万
元房新村独栋别墅266平方毛坯大院328万
碧水兰庭别墅3层265平方豪装汽车库330万

练湖新城
1.5楼83平新装独库77.8万
5楼82平婚装独库75万
5楼86平精装独库72.8万
23楼90平毛坯67.8万
7楼（小高层）123平精装115万
5楼123平精装独库未住98.8万
3楼130毛坯83.8万
6楼130平毛坯86.8万
20楼131平毛坯96万
8楼（小高层）125平毛坯93.8万
3楼（小高层）131平毛坯改合同86.8万
6+7楼138平精装独库82.8万
风雅尚都2楼116平毛坯独库76.8万
荣城国际1楼113平毛坯112.8万
国信嘉源11楼57平毛坯61.8万

河阳新城6楼95平毛坯38.8万
恒大名都2楼143平精装118万
西郊公寓6+7楼175平精装73.8万
紫竹园6+7楼78+48平毛坯独库69.8万
海会新村6楼57平简装32万
缇香花园7楼89平简装75.8万
缇香花园5+1楼120平精装独库78.8万
锦绣熙城3楼125平毛坯108.8万
百合苑4楼93平精装独库65.8万
锦绣江南3楼136平毛坯83.8万
无线电厂2楼97平简装公库68.8万
滨河凤凰城7楼141平毛坯132.8万
天怡和园17楼140平毛坯改合同120万
碧桂园25楼113平方毛坯113.8万
新兴隆苑5楼95平豪装独库78.8万

缇香花园7楼89平方毛坯75.8万
缇香花园4.5楼90平方精装74.8万
缇香花园1.5楼105平方精装独库95.8万
缇香花园5+1楼120平方婚装独库78.8万
惠泽苑4楼98平方毛坯独库74.8万
惠泽苑5楼88平方毛坯电梯房61.8万
惠泽苑5楼84平方精装独库63.8万
惠泽苑9楼118平方毛坯88.8万
万善一村4楼60平方简装独库43.8万
酒厂宿舍2楼63平方简装独库4|.8万
丹凤路工商楼5楼50平方精装27.8万
澳都花城6楼+7楼140平方豪装独库68万
水云新村3楼144平方四室二厅二卫拎包入住
99.8万

世纪豪都10楼140平方豪装拎包入住158万
练湖新城1.5楼85平方豪装独库76.8万
练湖新城1.5楼118平方豪装89.8万
练湖新城23楼90平方毛坯66.8万
水云新村2楼123平方精装81.8万
水云新村3楼144平方精装公库99.8万
水云新村3楼100平方精装独库70.8万
水云新村5楼106平方精装公库71.8万
水云东村2楼100平方简装大平台72.8万
商业广场楼上4楼128平方精装65.8万
开发区海关楼4楼145平方精装83.8万
千禧花园3楼98平方毛坯合库72.8万
千禧花园4楼95平方精装独库65.8万

滨河凤凰城95平91.8万，142平125.8万改合同，153平147.8万
碧桂园中层精装91平三室92.8万178平精装169万135平毛坯131.8万
天怡和园电梯140平方116.8万改合同
天怡和园155平方138万四室二厅二卫改合同140平123万
天怡和园中层133平四室二卫改合同129.8万总11层
天怡和园167平四一118.8万改合同
天怡南郡136平方电梯5至17层任选82.8万起四室二卫改合同
天怡南郡147平中层四室二卫113万总高11层中可贷款四室二卫改合同
风凰郡现房黄金楼层洋房143平128万四室二卫改合同138平120万改合同
凤凰郡22层167平125万，157平113.8万起都改合同133平96万改合同
江南人家3层92平方婚装84.8万独库：5层婚装90平73.8万
江南人家130平电梯精装102万低层
江南人家黄金楼层电梯132平方婚装117.8万
江南人家黄金楼中层138平结构好婚装128万
江南人家17+18层223平毛坯130万，220平方147万毛坯
江南人家多层2层130平方婚装116.8万独库

江南人家3层142平婚装118.8万送路台
锦绣熙城113平三室中层毛坯92.8万改合同
锦绣熙城黄金楼层133平105万101平78.8万毛坯
锦绣熙城115平方三室全新豪装中央空调等未住过111.8万
锦绣熙城汽车位低价7.6万改合同便宜出售
新新家园4层113平精装独库85.8万，龙凤山庄5层91平精装独库61.8万
景泽园2层120平万3室精装90.8万
万善园1层70平全新装家电送院子61.8万独库/4楼75平婚装56.8万
御珑湾电梯120平68.8万改合同59平38.8万改合同
御珑湾92平方78万/紫荆花园中层152平婚装105万多层
缇香花园电梯95平精装83.8万
荣城国际113平方，113万三室二厅
景泽园130平精装三室二厅二卫91.8万独库/华云公寓2层113平精装
86.8万三室.5+6复式170平精装8O.8万，3楼108平精装86.8万
芳草苑5层95平婚装78万独库/多套天怡工程抵债房南郡、凤凰郡、江南人
家、滨河凤凰城、和园等小区低价改合同

新新家园 5楼 98平 精装独 库 71.8万
凤翔花园 2楼143平 精装 120万
锦尚名都 15楼 117平 108.8万
万善二村 4楼 76.5平 中装 63.8万
凤凰郡28楼157平 毛坯 117.8万
凤凰郡 12楼 167平 毛坯 122.8万
江南嘉园3楼108平米83.8万
世纪豪都5+6楼218平米豪装172.8万
丹金公寓17/23楼153平米107.8万
丹金人家18+19复式218平米113.8万
吾悦一期130平豪装155.8万无税
吾悦一期18楼115平精装无税128.8万
御珑湾1楼113平带院子豪装125.8万无税带车位
御珑湾多层3楼113平精装无税125.8万
我司有千余套精品房源欢迎来电咨询
更多优质房源请直接电话联系

展位号 企业名称
1 江苏明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2 江苏图南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3 江苏云阳集团药业有限公司
4 江苏沃得集团
5 江苏文光车辆附件有限公司
6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7 江苏鱼跃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8 江苏乐能电池股份有限公司
9 丹阳丹耀光学有限公司
10 万新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11 丹阳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12 江苏超力电器有限公司
13 江苏恒神股份有限公司
14 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5 江苏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16 江苏耀华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

17 江苏速宁轮胎销售公司
18 江苏大亚铝业有限公司
19 吉凯恩（丹阳）工业有限公司
20 丹阳谊善车灯设备有限公司
21 大赛璐安全系统（江苏）有限公司
22 江苏佳琦超细纤维织品有限公司
23 江苏长丰纸业有限公司
24 江苏法拉电子有限公司
25 江苏欧企德服饰有限公司
26 江苏飞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7 江苏华凯比克希线束有限公司
28 江苏申阳集团
29 江苏淘镜有限公司
30 江苏福旦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31 江苏绿叶锅炉有限公司
32 诺得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33 江苏洪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 江苏天润光学镜片有限公司
35 大亚车轮制造有限公司
36 江苏融锦集团有限公司
37 大力神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38 江苏肯帝亚木业有限公司
39 海昌隐形眼镜有限公司
40 丹阳市助剂化工厂有限公司
41 江苏亿菱集团有限公司
42 江苏超跃化学有限公司
43 江苏宇天科技有限公司
44 江苏锦恒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45 圣象实业（江苏）有限公司
46 江苏山宝集团
47 镇江欧尚超市有限公司
48 常诚车业江苏有限公司
49 江苏朗佑精密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50 江苏鸿晨集团有限公司

51 江苏积家光学有限公司
52 江苏正德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53 江苏捷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4 丹阳新亚邦汽车有限公司
55 丹阳福联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56 镇江市协创冷暖设备有限公司
57 丹阳市昌宸汽车附件有限公司
58 丹阳市杰锐特种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59 江苏仁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60 江苏联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
61 丹阳高新技术创业园
62 丹阳琦瑞机械有限公司
63 昂立教育丹阳校区
64 丹阳铭创教育（励步英语丹阳校区）
65 丹阳市上好教育培训有限公司
66 苏州欧康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欢迎参加2019年丹阳市大学生公益专场招聘会
各相关单位：

为更好发挥政府促进就业创业的政
策效应和公共服务效能，深入宣传高校毕
业生就业政策，促进高校毕业生实现更加
充分和更高质量的就业，在人才与企业之
间搭建互动平台，市人社局下属人力资源
管理办公室将于近期举办“2019年丹阳市
大学生公益专场招聘会”，欢迎大学生朋

友们准时参会。
一、大会时间
2019 年 7 月 13 日（周 六）上 午 8：

30-11：30
二、大会地点
丹阳市人力资源市场（开发区凤凰路

85号）
三、举办单位

主办：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丹阳市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

丹阳市人才市场
四、参会对象
1.本市各类企事业单位；
2.应往届大中专院校毕业生以及职技

校毕业生；
3.各类专业技术和管理人才、技工人

才。
五、活动性质
本次活动为公益性招聘会。
六、会务联系方式
电 话：0511-86578189、86571182
网 址：www.dyhr.cn（丹阳人才网）

丹阳市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
二○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关于举办2019年丹阳市夏季大型人才招聘会的通知
为更好地推进丹阳市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和就业工作，帮助企业储备人才，以

满足供需双方的迫切需求，经研究，决定举办“2019年丹阳市夏季大型人才招聘会”。
一、活动名称
2019年丹阳市夏季大型人才招聘会
二、活动时间、地点
活动时间：2019年7月20日（周六）上午8：00-11：30
活动地点：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开发区凤凰路85号）

三、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承办单位：丹阳市人力资源管理办公室 丹阳市人才市场
丹阳市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网络支持：丹阳人才网（www.dyhr.cn）
四、咨询电话：0511-88018160 86571196
查询更多招聘信息请登录丹阳人才网（www.dyhr.cn）

2019年7月12日 星期五
校对：张芳 14求职服务

WWW.DYHR.CN
摊位及广告预订：86571161 主办单位：丹阳市人才市场 总第190期

为保障公积金缴存职工的刚性购房需求，规
范公积金提取及贷款操作，提升服务效能，市公
积金中心于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完善公积金政
策的通知》，对我市部分公积金政策进行明确和
完善。

变化1：保障购买首套或第二套改善型住房
缴存职工的公积金使用权益

缴存职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单独购买住
房的，只有购房人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夫
妻只有一方在缴存地或户籍地购买首套普通住
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的，留置核查，购房真实
的夫妻双方都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

缴存职工所购房屋两年内存在重复交易行
为的，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两年后才可申请提取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在缴存地或户籍地购买首
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的，留置核查，
购房真实的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

政策解读
2018年6月，为深入贯彻落实住建部等四部

门《关于开展治理违规提取住房公积金工作的通
知》文件精神，市公积金中心出台《关于规范改进
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规定“缴存职工在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单独购买住房的，只有购房人
可以申请使用公积金。缴存职工所购房屋两年
内存在重复交易行为的，领取《不动产权证书》两
年后才可申请使用住房公积金”，有效防范了同
一人多次变更婚姻关系购房、多人频繁买卖同一
套住房申请使用公积金的行为。

但在实际业务办理中，也存在职工确为购买
首套普通住房或第二套改善型住房，但因某些特
殊原因或家庭成员疏忽，未能在购房时共同署名
登记；购房人因无法掌握所购房交易信息而导致
房屋两年内存在重复交易的情况，从而被限定在
政策之外。

因此，为支持职工实际购房需求，此次调整
的政策对“缴存职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单独购
买住房、缴存职工所购房屋两年内存在重复交易
行为”两类情形进行进一步细化，明确所购房为
首套普通住房或第二套改善型住房的，市公积金
中心通过留置核查方式，确认购房真实的可以使

用公积金。
变化2：完善异地公积金二次贷款规定
在异地缴存公积金的本市户籍职工，在我市

购买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在“异地贷款职工
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上有过一次公积金贷
款记录并结清的，按我市第二次公积金贷款政策
执行，首付款为总房价的60%，公积金贷款利率
上浮10%，异地公积金贷款未结清的不得在我市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政策解读
2016年，市公积金中心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规范异地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使用的通知》（镇
公积金〔2016〕68号），对“异地缴存职工在我市申
请公积金贷款是否执行与我市相同标准的首付
款比例及公积金贷款利率”未进行明确规定。

随着在我市购房的异地缴存职工日益增多，
为进一步规范贷款业务操作，此次调整的政策明
确，本市户籍职工在异地缴存公积金，在我市购
买住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如在“异地贷款职工住
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上有过一次公积金贷款
记录并结清的，按我市第二次公积金贷款政策执
行，首付款为总房价的60%，公积金贷款利率上
浮10%；如异地公积金贷款未结清，则不得在我
市申请公积金贷款。

变化3：放宽提取公积金后申请公积金贷款
的额度扣减标准

已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缴存职工申请公积金
贷款的，个人公积金账户应保留一定余额。

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公积金账户余
额应保留不低于“月缴存额”的6倍，第二次申请
公积金贷款的应保留不低于公积金“月缴存额”
的12倍，符合上述条件后已提取的住房公积金不
再在公积金贷款额度中扣减。

政策解读
根据《关于印发<镇江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贷

款实施细则>的通知》（镇公积金管委会办〔2015〕

3号）（以下简称个人贷款实施细则）第十一条规
定：“已提取住房公积金的职工，申请公积金贷款
的，必须将提取的住房公积金复缴后，再办理公
积金贷款申请手续；不复缴的，扣减相应贷款额
度。”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部分职工缴存年
限较长、公积金账户余额较多的情况，提取公积
金账户余额后再申请公积金贷款，将对贷款额度
造成较大影响。

为支持职工刚性购房需求，缓解职工购房资
金压力，此次调整的政策放宽了提取公积金后申
请公积金贷款的额度扣减标准，对已提取公积金
申请公积金贷款的缴存职工，在防范贷款还款风
险的前提下，仅需在个人公积金账户保留一定余
额，已提取的公积金不再在贷款额度中予以扣
减。

其中，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公积金账
户余额应保留不低于“月缴存额”的6倍，第二次
申请公积金贷款的应保留不低于公积金“月缴存
额”的12倍。

如提取公积金后，账户余额不足，可将提取
的公积金复缴，达到上述规定的账户余额标准
后，即可申请办理公积金贷款。

变化4：明确购买异地住房在我市申请公积
金贷款条件

在我市缴存住房公积金，在外地购买商品住
房或二手房的，所购住房不动产权证时间在半年
以内的，在我市有抵押物或者质押物作为担保，
符合我市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可以在我市申请住
房公积金贷款。

政策解读
根据个人贷款实施细则第六条、第八条、第

四十二条规定：“借款人申请公积金贷款，已领取
房屋所有权证的应用所购房进行抵押”、“购买期
房申请公积金贷款时间为购房合同签订之日起1
年内”、“在外市以本人或家庭成员名义购买住
房，在本市缴纳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已领取外市

房屋所有权证的，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可在本市
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而在实际操作中，普遍
存在职工购买异地商品房签订购房合同一年后
才能取得所购房产权证、异地二手房无法在我市
不动产中心办理抵押登记的情况，因此不能在我
市申请公积金贷款。

为进一步满足职工异地购房需求，现明确在
我市缴存公积金，在外地购买商品住房或二手房
的，申请公积金贷款时间为取得所购房不动产权
证半年内、并在我市有抵押物或者质押物作为担
保。

变化5：明确异地商业贷款不得申请“商转
公”及“商转公”贴息业务

在外地办理了住房商业贷款的不得在我市
申请“商转公”业务，也不可以办理“商转公”贴息
业务。

政策解读
根据个人贷款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已办

理自住住房商业贷款的职工，领取所购房产权证
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符合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可
以在原商业贷款银行申请将商业贷款置换为公
积金贷款”。

此次政策中进一步明确，由于外地商业贷款
承办银行不属于我中心公积金贷款受委托银行，
因此，在外地办理住房商业贷款的，不能在我市
申请“商转公”业务，也不可以办理“商转公”贴息
业务。

变化6：明确子女与父母进行房屋交易不得
申请公积金贷款

政策解读
因《关于印发<镇江市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

实施细则>的通知》（镇公积金管委会办〔2015〕3
号）中未对子女与父母进行房屋交易能否申请公
积金贷款作出明确规定。为进一步防范贷款风
险，保障公积金资金专款专用，政策明确子女与
父母间进行房屋交易的，不得申请公积金贷款。

咨询电话：0511-86567317 86905009
公积金中心地址：华阳路城市绿洲1幢1-1

号

我市公积金政策又有新变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