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盐城市 2020房产博览会将于 10月 17日至 18
日在盐城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冶的消息一经发布袁立即

成为热门话题袁除了本地市民袁很多外地人和野新盐城
人冶也十分关注房博会的消息遥 野房博会我一定要去看

一看袁打算选一家品质好尧价格实惠的楼盘袁改善居住
环境遥 冶四川人李先生对这次房博会充满期待遥

今年 48岁的李先生来盐 20多年袁在城北一家菜
场做面食生意袁由于诚信经营尧为人厚道袁不但娶了盐

城姑娘袁在盐城成了家袁还有了两个孩子袁门面也越做
越大袁小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遥10年前袁李先生一家从
蜗居的出租屋搬出袁在老城区买了一套二居室的二手

房遥
野虽然不用租房住袁但现在住的房子属于耶老破

小爷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袁即将升入高中袁明显感觉耶住
不开爷遥 冶李先生说袁他和爱人打算添置一套改善型房

源袁最好位于城市主干道附近袁野我们比较中意洋房类
型袁面积要在 130平方米以上袁一步到位袁之前看了几

家楼盘袁都不太满意遥 所以这次我一定要到房博会上
看一看遥 这几天的媒体报道我特别关注袁想看看房博

会的最新消息袁 就等 17日正式开始那天到现场去仔
细挑选遥 冶

与李先生不同袁来自河南开封的吴女士一家前段

时间刚刚在城南购置了一套二室二厅商品房袁10月 2
日袁趁着假期袁吴女士和丈夫请来了盐城的亲友袁办了
个简单的搬家仪式袁正式入住遥 野我们正打算把苏州的
生意转到盐城来袁 这几年我们看到盐城发展得很快袁
而且环境十分宜居袁决定就在盐城安家了遥 冶吴女士
说袁她和丈夫在苏州野飘冶了近 10年袁丈夫是阜宁人袁

公婆都在阜宁老家遥 经过一番打拼后袁手头有了点积

蓄袁去年秋天在城南买了一套 90多平方米的房子遥女
儿明年即将升入初中袁买房后女儿可就近入学袁他们

也想把苏州的门面转让出去袁在盐城发展遥
野近几年看到盐城建了高架袁开通高铁袁经济发展

不比大城市差袁所以越来越想在盐城安家遥 冶吴女士

说袁盐城的大环境有很大吸引力袁加上在盐城安家后袁
和婆家的距离更近了袁今后到阜宁看望老人也十分方

便遥
随着盐城城市的发展袁这几年袁不少外地人在盐

城买房置业袁看中的就是盐城城市的发展和定位遥 盐
城的楼市已不像以前只满足本地人的需求袁大户型甚

至大平层产品成为购房者的新追求遥 在楼盘选择上袁
购房者更加看中居住的舒适度和周边的配套尧 环境尧
交通等袁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袁大家对置业安家也有

了更高的要求遥 渊源自盐阜新闻网冤

外地人在盐购房需求增加
野再等几天到房博会上逛一逛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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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武汉尧长沙尧合肥尧南

昌与野观察员冶城市黄石尧岳阳尧九江尧黄冈尧株洲尧抚州尧咸
宁尧湘潭尧宜春袁以及宜昌尧荆州尧孝感尧鄂州尧天门尧仙桃尧
潜江共 20个城市共同签署叶长江中游城市群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合作公约曳袁就发展住房公积金异地个人贷款业

务袁拓宽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范围等达成了共识遥
长江中游城市群住房公积金合作起步于 2014年袁在

各城市的紧密协作下袁 合作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院野朋

友圈冶越来越大袁已由先前的 4个省会城市扩大到如今的

20个城市曰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袁已由先前的异地缴存互

认拓展到今天的互认互贷尧异地转移接续尧信息核查共享

等遥
湖北省住建厅副厅长金涛介绍袁 城市间的住房公积

金互认互贷等合作袁 彰显了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住房保障

功能袁顺应了人才等要素的有序自由流动需求袁促进了房

地产等行业的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袁 有力推动

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遥
近年来袁省市间的公积金合作并不鲜见遥 8月 20日袁

上海市尧浙江省尧江苏省尧安徽省住建部门共同签署了叶长

三角住房公积金一体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曳袁三省一市的

公积金管理部门将率先从 9个方面开展合作袁 包括长三
角跨地区购房信息协查尧 长三角地区异地贷款证明信息

互认尧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试点统一

购房提取业务政策等遥
除了信息互认袁今年 8月份袁宁波市还提出袁在当地

合法稳定就业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袁在上海尧浙江尧
江苏尧 安徽三省一市缴纳的社会保险在申请落户宁波时

可累计纳入该市缴纳年限遥 今年 9月份袁成都市与攀枝花
市签订协议袁形成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共识遥

今年 4月份袁 根据川渝两地住建管理部门签订的合

作备忘录袁双方将推进建立两地互认互贷等七大机制袁推

动两地公积金一体化发展袁 并在开展行政执法联动等 4
个方面合作袁 推动两地形成住房公积金领域执法司法联

动机制遥 9月 28日袁川渝两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服务)中

心及下属机构设立川渝住房公积金一体化绿色通道袁相
关负责人表示袁 这是打造住房公积金一体化发展标准服

务窗口的具体实践袁 将进一步提升缴存职工满意度和体

验感遥

2019年 12月 30日袁 粤港澳大湾区住房公积金信息

共享平台上线启动袁 大湾区内异地使用住房公积金不再

需要提供原所在地公积金缴存证明袁可一次完成办理遥 短

短几分钟袁 就能够办理好佛山缴存公积金转入广州公积

金中心的手续遥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说袁 建立公积

金跨区域转移接续和互认互贷后袁 在一个城市群或者有

合作关系的省市之间袁 在外地工作的人想要在户籍所在

地买房袁可以将在外地缴存的公积金用于本地购房袁这在

过去是无法实现的遥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袁异地之间的公积金合作袁特别是

实现公积金互认互贷袁 对于实现城市群各城市之间的协

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袁实现了便民利民袁有利于促进城市
间的人才流动和区域一体化发展遥

不过袁需要提醒的是袁在一个城市群内某地缴存公积

金袁并不代表就获得了在该城市群其他城市的购房资格遥
除了互认互贷外袁购房者要跨区域使用公积金袁首先必须
在所在城市拥有购房资格遥 渊源自人民网冤

住房公积金异地互认互贷成趋势

平时大家应该都有见到过贷款买房

之类的事件袁 现在大多数人的经济状况

都比较好袁 买房的人数自然也就会得到

提升袁 房屋买卖现在最为流行的一种方
法就是贷款袁 而很多人不知道如何使用

贷款才最正确袁 那么今天小编就来带大

家看一看贷款购房条件有哪些钥 贷款购

房要注意什么钥
贷款购房条件有哪些钥

1尧想要适用房贷款买房必须要满足

条件曰同意以所购住房为抵押担保袁借款
人年龄加借款期限男士不超过 65岁尧女

士不超过 60岁袁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曰 在中国境内具有常住户口或有效居
留身份袁 必须支付不低于所购住房全部

价款一定比例以上的首期购房款袁 具有

稳定的职业和经济收入袁信用良好袁有偿
还贷款本息的能力尧 已经签署购买住房
的合同或协议遥

2尧贷款买房需要的手续院首先袁请到

银行了解相关情况遥 并办理相关带齐以
上的资料申请个人住房贷款遥 然后接受

银行对您的审查袁并确定贷款额度遥接下
来就可以办理借款合同袁 且由银行代办

保险遥办理产权抵押登记和公证遥最后剩
下的就是银行发放贷款袁 借贷人每月还

款和还清本息后的注销登记遥
贷款购房要注意什么钥

1尧先是查看开发商的袁五证是否齐
全袁 这将意味着房产的可靠性和房源的

合法性遥 看房满意后如现场签订合同需
缴纳 40豫的房款遥 如果资金暂时不足袁又

很想把房定下来就必须缴纳相应金额的

定金袁开发商会给你出具收据袁但会注明
这套房只为你保留在限制的时间内袁在

一定时间内你必须签订合同交付首付的

40豫房款遥

2尧否则袁在这限制的时间内你没来签合同袁你的定金
算作违约不予退还遥也不再保留房源遥签订好合同之后开

发商会给你一套申请银行按揭的资料填写袁 贷款人须出
示身份证尧户籍尧婚姻尧收入证明遥开发商会把资料递交银

行初审袁审批时间 45个工作日左右遥 初审下来之后开发

商或银行通知你去银行信贷部签订贷款合同遥 房产证基
本上都是开发商帮你办理袁 你只需缴纳相应的办证费用

即可遥 时间从你交房之日算起 18个月办好遥
上述内容主要所描述的就是小编对于贷款购房条件

有哪些钥贷款购房要注意什么的总体介绍袁贷款购房条件
不算多袁但也并不少袁而大家想要全部的去满足也很难袁
因为其中有些小条件较难办理袁 而在使用贷款买房时要
注意的事情有不少袁具体的一些小编在文中也都有讲到遥

渊源自中江网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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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阳农商银行是全国第十八家尧
江苏长江以北第一家成立的农村商
业银行遥 成立以来袁本行以建设区域

精品零售银行为目标袁全面布局跨区
跨省经营袁经营投资范围扩大到野两

省尧四市尧十县区冶遥 通过持续改革创
新袁加快转型升级袁扎实推进各项经
营管理工作袁 市场份额稳步提升袁盈

利能力持续增强袁整体呈现良好发展
态势遥

一尧招聘条件

1.具有良好的道德操守袁遵纪守

法袁诚实守信袁身体健康遥

2. 境内外高等院校全日制本科

及以上学历毕业生袁 取得相应学位袁
专业符合对应岗位相关要求袁具体岗

位及专业要求详见招聘职位遥
3. 本科生年龄不超过 26 周岁

渊1995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冤袁硕士研
究生不超过 28周岁 渊1993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冤曰博士研究生不超过 35
周岁渊198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冤遥

二尧招聘职位及要求

本次招聘员工 35名遥 具体要求
如下院

渊一冤通用类 25名遥 本科及以上
学历袁专业不限遥

渊二冤科技类 5名遥本科及以上学
历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尧软件工程等

相关专业遥
渊三冤综合类 5名遥本科及以上学

历袁法律尧汉语言文学尧中文文秘尧新

闻学等对口专业遥
三尧招聘程序

招聘工作坚持 野公开尧 平等尧择
优冶原则袁包括报名尧初选尧笔试尧面

试尧体检和录用等环节遥
渊一冤报名和初选
本次招聘统一采取网络报名形

式袁 应聘者可登录报名网址渊http://

campus.51job.com/jsnx2021冤并按要求
注册尧报名遥 每个应聘者可填报 2个
应聘志愿袁系统根据填报顺序袁优先

将简历投递至第一志愿袁第一志愿审
核未通过方会触发第二志愿简历投

递遥
1.报名截止时间院 2020 年 11 月

1日 24点遥

2.资格审查截止时间院2020年 11
月 2日 17:00遥

渊二冤笔试
线上笔试时间院2020 年 11 月 8

日袁具体时间以准考证为准遥笔试成绩查询时间另行通

知遥
渊三冤资格复审与面试
本行将组织资格复审和面试袁资格复审不合格的袁

取消面试资格曰通过资格复审的袁由本行通知统一参加

面试遥相关审核材料要求原件并提供复印件袁复印件本

行予以保密袁请自留底稿袁恕不退还遥

渊四冤体检和政审

本行将对拟录用人员组织体检和政审袁 不合格者

取消录用资格袁空缺可按综合成绩依次替补遥

渊五冤聘用

本行将择优录用应聘者袁并按规定办理聘用手续遥
录用人员工资尧福利待遇按行业有关规定执行遥被聘用

人员如不服从分配或不愿签订劳动合同袁 本行有权不
聘或解聘遥

四尧注意事项

1. 本行根据应聘者网上提交的信息进行审核袁应
聘者应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负责遥如与事实不符袁本行

有权取消其考试及录用资格袁 由此导致的后果由应聘

者自行负责遥

2. 本行有权根据岗位需求变化及报名情况等因

素袁 调整岗位招聘职数袁 并对本次招聘享有最终解释

权遥
3.招聘期间袁本行将根据应聘者报名预留的手机

号码尧邮箱地址袁通过系统提示尧电子邮件尧短信等方式

通知审核进程或与应聘者联系袁请保持通讯畅通遥
五尧附则

1.本次招录的科技类尧综合类员工袁经试用期定级
合格后袁择优进入机关相关部室锻炼遥

2.本次招聘工作接受社会监督袁应聘人员凡弄虚

作假的袁一经查实袁即取消报名尧考试及录用资格遥内容

详见射阳农商银行网站渊www.syrcb.net冤遥
咨询电话院0515-82325821尧0515-89218987遥
监督电话院0515-82323300遥
本简章由射阳农商银行负责解释遥
郑重声明院 全省农村商业银行招聘考试无指定考

试辅导书遥招聘单位不举办尧不委托任何机构举办考试

辅导培训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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