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成用于住房消费七成用于住房消费
我省去年公积金提取近我省去年公积金提取近6060亿元亿元

3月17日，北京发布更严楼市调控新政，将二套
房首付比提至 60%。自“3·17新政”出台至今，北京
接连出台 10余项房地产调控措施，堪称史上最严。
目前，新政实施一月有余，北京楼市已然陷入“倒春
寒”状态。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市场研究院数据显示，4月 1
日至4月20日，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共网签1759套，
环比 3月中上旬下滑 3.2%，同比 2016年 4月中上旬
下滑45.7%；二手住宅共网签11227套，环比3月同期
下降19.3%，同比2016年4月同期下降33.6%。

新房、二手房双双冷场，商住类产品更是呈现断
崖式下跌。市场一时间被密集政策打得发懵，对于
购房者而言，眼下到底是不是买房时机呢？业内大
咖对楼市是这样判断的。

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
无论是从市场实际交易数据上看还是从网签数

据上看，“3·17新政”都可以说是吹糠见米，卓有成
效。购房者不再因担心市场升温而急于抢购，购房
心态更加理性；卖房者也不再自恃奇货可居惜售跳
价，双方的博弈关系发生变化，市场议价空间逐步增
大，一些曾经房价涨幅过大的房屋开始降价出售，尤
其是那些大户型、高总价的非普通住宅，由于首付比
例高达 80%，所以部分想要出手的业主主动下调了
价格，整体房价呈现出企稳回落的势头。

亚豪机构市场研究总监郭毅：
北京新房纯商住宅销量有了明显减少，两轮调

控确实对市场形成了重压。“3·17”新政更加严厉，相
比“9·30”新政后 36%的跌幅，北京对楼市的二次加
码，这让销量再降12%左右，跌幅有所收窄。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市场供应量的下滑幅度远超
成交量下滑幅度。特别是“3·17”新政后，一方面主管
部门严控定价造成项目被动推迟入市；另一方面，调
控形势严峻，部分开发商主动惜售规避市场风险。目
前来看，楼市依旧供不应求，购房者还是感觉无房可
选，紧迫的心理下，楼市销量并未遭受毁灭性打击。

链家研究院院长杨现领：
调控对于前期过热的市场起到了明显的降温作

用，价格单边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在降温的市场
中，买卖双方的预期也会逐渐发生改变。随着未来
楼市调控政策的持续从紧从严，住宅市场的交易量
也将进一步下滑，价格逐步松动。

北京中原地产研究部总监张大伟：
北京房地产市场已开始全面降温，市场已经进

入调整期。整体看，2017年二季度房地产市场将比
一季度市场有所降温，市场平稳是主流趋势。展望
2017年，在政策的有力调控下，楼市有望告别高增
长，回到相对平稳水平。

（来源：和讯房产）

政策频出政策频出
现在买房还能否出手现在买房还能否出手

好户型的房子会让购房者居
住起来更加舒适，对于健康也有
好处。此外，户型好的房子在转
让时也能卖出更高的价钱。那
么，什么样的户型才是好户型呢？

不在于大而在于精
户型的选择不在于大而在于

精，保证各个功能区域划合理并
且有足够的活动空间就好。过大
的房子难免显得空空荡荡，不够

“圆满”；另外房屋面积过大，会给
居住后的卫生打扫带来极大不
便，增加劳动量。

户型结构切合需求
除了保证基本的功能区之外，

要根据面积的大小和居住人口的
多少适当地增减卫生间。另外，如
果有工作的需要，可增加书房；厨
房的设计不能过于狭小，要考虑到
主妇的活动范围；卧室除了保证光
照和通风，还要考虑到私密度。

各功能区朝向合理
好的朝向，应保持室内光照

时间够长，这对人体有益。此外，
充足的光照可以有效提高室内温
度，并且不会产生压抑感。

良好的户型朝向以南向、东
南向和西南向为主，最好保持南
北通透。主卧朝向为南最佳，另
外，卧室的朝向为东、东南、东北

也可，最好不要选择朝西；客厅要
保证足够的光照，也要保证空气
流通，朝向最好为南；厨房不适合
北向，这是因为厨房的油烟过大，
朝北可能会造成油烟倒灌或北风
将油烟引入其他房间；卫生间不
适合西向，因为卫生间一般较潮
湿，为了避免细菌最好保持通风。

门的位置有讲究
随着个人隐私越来越受到重

视，门的位置便有了讲究。门位
置不宜过于显眼，让访客产生一
探究竟的好奇；另外，门的数量不
应太多，对于整体风格有影响。

（来源：时报资料室）

四大妙招选出黄金户型四大妙招选出黄金户型

□ 时报记者吴雨

近日，青海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公布了《青海省
住房公积金 2016 年年度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去年
我省当年缴存公积金81.50亿元，同
比增长 14.10%，截至 2016年底，缴
存总额达 561.50 亿元，缴存余额
262.9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91%、
9.20%。当年提取额为 59.39亿元，
同比增长8.26%；截至2016年底，提
取 总 额 298.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81%。当年发放个人住房公积金
贷款1.84万笔55.84亿元，同比增长
27.78 %、40.37 %。全年回收个人住
房公积金贷款 25.57 亿元。截至
2016年底，累计发放个人住房公积
金贷款21.41万笔308.14亿元。

近50万职工缴存公积金
《报告》显示，去年我省实缴单

位8272家，新开户单位340家，净增
单位 48家；实缴职工 46.97万人，新
开户职工3.21万人，净增职工3.5万
人。其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占
70.78%，国有企业占13.22%，城镇集
体企业占 2.03%，外商投资企业占
0.39%，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
业占9.39%，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
团体占1.19%，其他占3.00%。

缴存职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

单位占 49.24%，国
有企业占 41.08%，
城 镇 集 体 企 业 占
1.74%，外商投资企
业占 0.39 %，城镇
私营企业及其他城
镇企业占4.98%，民
办非企业单位和社
会团体占0.37%，其
他占2.20%。

缴存职工中，
低 收 入 群 体 占
30.88%，中等收入
群体占 67.54%，高

收入群体占1.58%。
增值收益同比增长30.33%
去年，我省增值收益3587186万

元，同比增长 30.33%；增值收益率
1.43%，比上年同期增加 0.29 个百
分点。《报告》分析增值收益分配为，
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1570275万元，
提取管理费用1104355万元，提取城
市廉租房建设补充资金8817万元。

此外，上缴财政的城市廉租房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884804万元。

截至 2016年底，贷款风险准备
金余额 8120824 万元，累计提取城
市廉租房（公共租赁住房）建设补充
资金4495861万元。

购买中等面积新房居多
《报告》显示，去年支持职工购

建房234.37万平方米。年末个人住
房 公 积 金 贷 款 市 场 占 有 率 为
41.57%，比上年同期增加 4.90个百
分点。

职工贷款所购住房套数中，90
（含）平方米以下占 17.14%，90-144
（含）平方米占 74.63%，144平方米
以上占 8.23%；新房占84.06%，二手
房占15.94%。

职工贷款笔数中，单职工申请
贷款占 51.24%，双职工申请贷款占

48.70%，三人及以上共同申请贷款
占0.06%。

贷款职工中，低收入群体占
32.25%，中等收入群体占 65.37%，
高收入群体占2.38%。

此外，去年我省发放异地贷款
868笔28126万元。截至2016年底，
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110244万元，异
地贷款余额4449484万元。

公积金七成用于住房消费
去年，我省职工提取住房公积

金29.53万笔 共计59.39亿元。
在提取的金额中，住房消费提

取占 71.93 %。其中购买、建造、翻
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35.03%，偿还
购房贷款本息占 25.59%，租赁住房
占2.00%，其他占9.31%。

此 外 ，非 住 房 消 费 提 取 占
28.07%。其中包括 18.18%的离休
和退休提取、5.12%用于完全丧失劳
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
取，而户口迁出所在市或出境定居
占1.37%,其他占3.40%。

服务改进机制利民便民
回顾 2016年的服务改进机制，

我省正式开通运行了省级住房公
积金综合服务平台，包括门户网
站、网上业务大厅、12329 语音热
线、短信、微信以及自助终端，向全
省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职工和社
会公众提供服务。截至年底已有
14万缴存职工关注微信平台，网站
日均访问量 8000 余次。有 600 余
家缴存单位通过网上业务大厅调
整了缴存基数，缩短了办事时限，
减轻柜面压力。

同时，全省住房公积金综合服
务平台搭建完成，并正式开通运
行。省直分中心，海北、海南住房公
积金中心顺利完成住房公积金“双
贯标”工作。信息化平台建设将对
提升我省住房公积金行业服务水平
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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