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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美咸宁
风光无限
咸宁市十六潭公园位于市主城

区中心地带，面积约 1229亩，其中水

面面积约266亩，是市中心城区的“绿

心”所在地，同时也是全市最大的综

合性公园。

记者 张大乐 摄

本报讯 记者朱萍、通讯员邹峥报道：45岁的
咸安向阳湖镇农民孙国子这段时间特别开心，他在
位于咸安区咸宝路上的一处楼盘购置了新房，圆了
自己的“城市梦”。“太激动了，终于在城里有了家！”
他说，更没想到的是，还可以享受贷款买房。

原来，孙国子一直在县城打工，由于农民身份，
几次买房，因为不能贷款而放弃。前不久，孙国子
又去咸安看房，路过农行时看到“农民安家贷”的宣
传单，就咨询具体内容。

于是，孙国子购买了一套99平米的房子，总价
24.2万元，贷款14万元、期限10年，首付40%，利率
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5%，等额本息还款，每月还
1460元。

据了解，“农民安家贷”是一款支持农民进城购
房的贷款产品，具有准入门槛低、首付更低、利率优
惠、手续简便、还款灵活等特点，旨在解决农民进城
购房贷款准入难、条件高、费用多、办理慢等问题。

借款对象为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享有集体经济组织权益或为新入城镇户籍未满１
年（含１年）的农民，年满18周岁至55周岁的农民，
都可申请购房贷款，最长期限为30年，借款年限和
个人年龄之和不超过70年。仅二成的低首付和可
按月、按季、半年甚至按年还款，提前还款的免收违
约金，对首付比例30%及以上的，在人行规定的利
率的基础上九五折优惠等特点，吸引了不少农民朋
友进城安家落户。

“随着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稳步推进，农民因为
结婚、养老以及子女教育，在城镇尤其中小城市购
房需求不断增长，但受购房能力不足，与一般商业
按揭贷款条件不匹配等条件制约，购房需求难以得
到满足。”市农行有关人士说。据悉，今年元至八
月，该行”安家贷”共发放1008笔，为农民进城购房
累计投放了2.3亿元的贷款支持。本报讯 见习记者吴钰、通讯员

周鹏报道：“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来看
房”，25日，在咸安青龙路一项目活动
现场，市民纷纷感叹道。这是我市多

措并举，促房地产市场平稳回温的一
个缩影。

今年以来，我市按照市级统筹、属
地责任、因地施策、重点突出、有序

推进的原则，大力推动房地产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多层次住
房供应体系，有效保持了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截止8月底，咸宁
城区商品房住宅和非住宅总成交
9895 套，比去年同期增加 1028 套，
上涨11.59%。

据市房地产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
为落实中央及省有关决策部署，合理引
导住房消费，我市采取了系列调控政策
和措施，进一步加大了棚改力度，大力
推进公租房和棚改货币化安置。全面
推行公租房货币化补贴制度，实行“市
场租金、分类补贴”；大力推进棚户区改
造货币化安置，建立棚户区改造货币化
安置房源超市。公租房和棚改货币化
安置政策激励了不少市民购买市区商
品房。

为用好用足住房公积金，市公积
金管理中心建立市级资金调剂融资体
制，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面，将在
城镇就业和创业的农民工、个体工商
户、大学生等群体纳入住房公积金制
度范围。该中心推出的“大众创业安
居贷”，规定符合条件的创业或就业人
员新购住房，补缴6个月的住房公积
金，即可申请公积金贷款。这一政策

刺激了民众利用公积金贷款购房的热
情，城区每月公积金流出量为1亿元
左右。

“有了安家贷，我们进城购买住房
方便多了”。 新华清苑的业主周先生
是最早享受到“安家贷”实惠的一批
人。今年2、3月份市农行推出了“安家
贷”这一住房贷款信贷品种，对农民进
城购房提供了便利。

与此同时，咸宁金融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和湖北银行咸宁分行合作开
展了购房补贴“香城泉都卡”业务，明确
补贴对象和标准。我市金融、税务等部
门加大信贷、税收政策支持力度，认真
落实国家有关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比例、
利率及住房交易税收优惠政策,实行购
房补贴，成效显著。

此外，市直国土、规划、公安等相关
部门加强和改善房地产市场供给调控，
合理安排住房用地供应规模，优化供应
结构，完善城市新区配套设施；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鼓励农民工等群体进城安
居，让他们买得起房，住得安心；拓宽房
地产业融资渠道，降低房地产企业运行
成本，引导开发企业兼并重组、转型发
展。各部门联动，助力我市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国庆购房，一大波优惠来袭
记者 贺春音

明天开始就是国庆黄金周
了，估计很多市民早就按捺不
住激动的心情，开始早已规划
的旅程。在家休息的朋友，建
议选择市区购房一日游，今天
记者就为大家推荐四个园林景
观非常优美的楼盘，既可以赏
公园一样的美景，又可以淘品
质优良价格实惠的住房，真的
是一举两得。

众所周知，我市为了改善
市民的居住条件，促进住房消
费，出台了一系列的购房优惠
政策，比如说购房补贴、公积金
大众创业安居贷、税收优惠、利
率优惠、户口迁移等。据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市民近期内购
房，各项优惠可以累加，最多可
达十几万元。

除了政府发放的众多购房
福利，各楼盘也推出了系列优
惠措施，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咸宁碧桂园：两套67折，两
套装修74折，商铺4套68折，3
套毛坯一口价2500元/㎡。优
惠期限到10月9日 。

碧桂园·梓山湖：有2套别
墅，国庆黄金周额外89折优惠。

福星城：在前期正常价格
上推出额外98折的40套国庆
特惠房，面积区间从88㎡两房
至145㎡四房，仅限10月1日至
7日。

畔山林语：一期国庆期间
推出20套特价优惠典藏房源，
二期90-145㎡养生宅邸意向
登记中，前期登记客户，开盘时
均有优惠。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报道：记者昨
日在市人行了解到，市人行全力支持
居民家庭合理的住房消费，今年1-8
月，全市金融机构累计批准个人住房
贷款13180笔、金额27.37亿元，累计
发放26.87亿元，比2015年同期相比，
分别增加2375笔、4.92亿元和1.98亿
元。

近年来，人民银行咸宁市中心支
行认真落实国务院和人民银行总行关
于住房信贷政策的相关要求，引导全

市银行业金融机构改进对保障性住房
的金融服务，全力支持居民家庭合理
的住房消费，全面落实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支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市人行货币信贷科科长王震宇告
诉记者，目前，全市金融机构个人住房
贷款平均首付比例和平均利率水平均
较2015年有所回落。首套房首付比例
最低可达20%，可执行基准利率；二套
房首付比例最低可达30%，可执行1.1
倍基准利率。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报
道：“我只补缴了2004元公积
金，就贷到了30万元，与商业银
行按揭贷款相比，我减少了
45%的利息支出。感谢大众创
业安居贷，让我轻松创业。”昨
日，在温泉幸福路，从事副食生
意的刘和会接受记者采访，喜
悦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刘和会所说的大众创业安
居贷，是咸宁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去年9月推出的一项新制
度。创业或者就业的人群，即
便之前未曾缴存住房公积金，
在补缴6个月共计2004元（其
中大学生创业补缴3个月共计
1000元）的住房公积金后，就可
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
可达40万元。

“以前，有公积金的人不买
房，想买房的人没有公积金，沉
淀的公积金用不出去。”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贾计平
说。大众创业安居贷推出后，
让想买房的人可以用公积金贷
款买房了。到今年8月底，市直
共发放大众创业安居贷 1148
笔，金额 2.66 亿元，其中今年
1—8月发放“安居贷”699笔，金

额1.61亿元,分别占市直发放
贷款总笔数和金额的44.72%和
43.89%，快接近一半了。“试运
行经验表明，大众创业安居贷
对拉动住房消费效果明显，下
一步将在全市推广。”贾计平告
诉记者。

大楚城地处温泉中心地
带，是办理大众创业安居贷业
务最多的小区。项目售后经理
陈荣告诉记者，大楚城现在每
月都能卖出三四十套房，80%以
上选择的安居贷，因为周围是
中心商业区，做生意的人很多，
也都有正规的营业执照，符合
大众创业安居贷的要求，只要
补缴2004元公积金，贷款很快
就能办下来。

“如果没有安居贷，用商业
贷款，我可能要多出几万元的
利息，我也不会这么快买房。”
刘和会说。现在，刘和会不仅
买了宽敞的三居室，还介绍两
个在外面打工的亲戚用安居贷
买了房。

据了解，目前发放的大众
创业安居贷中，进城务工人员、
返乡置业人员、在咸宁工作经
商的外地人各占三分之一。

补缴6个月的公积金就可贷款买房

我市发放大众创业安居贷1148笔

9月28日上午，记者来到湖北银行
咸宁分行营业部，看到前来办理业务的
人络绎不绝。大堂经理潘丽珊告诉记
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为办理“香城
泉都卡”而来，“最近一段时间，每天都

有市民前来办理‘香城泉都卡’，多的时
候有五六十人。”

“香城泉都卡”是什么？它为何有
如此魅力呢？记者为此进行了采访。

“香城泉都卡”是什么？

“香城泉都卡”，简单地说就是一
张银联卡，是咸宁市政府为改善居民
住房条件，鼓励居民在咸宁市购房消
费，实行购房补贴政策，并委托咸宁金
融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市金投集团）携手湖北银行联合推出
的联名借记卡——“香城泉都卡”，并
通过“香城泉都卡”代理发放购房补贴
款业务。

购房补贴有多少？

根据市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市城
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意见》，自2015年
12月1日起至2017年1月31日止，凡
在市城区购买新建商品房并提供已备
案购房合同、房屋销售发票、契税发票
等有效凭证，可领取购房补贴。购买
90㎡（含）以下新建普通商品住房补贴

6000元；购买90㎡以上—144㎡新建
普通商品住房补贴8000元。

如何办理“香城泉都卡”？

办理“香城泉都卡”要走客户申请、
资料审核、办理开户、资金发放四个步
骤。

首先，购房者持本人身份证、已备
案的网签《商品房买卖合同》、销售不动
产统一网络发票、税务局出具的缴税证
明四个有效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咸
宁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B区“购房补
贴”专用窗口领取并填写《购房补贴“香
城泉都卡”申请表》。

然后，持填写完整的《申请表》及有
效凭证，分别到房产局、地税局窗口进
行审核。资料审核好后交回“购房补
贴”专用窗口。

购房者持已审核的《购房补贴“香
城泉都卡”申请表》及本人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到湖北银行咸宁分行营业部柜
面办理“香城泉都卡”开户。

咸宁市财政局将购房补贴资金预
付给市金投集团，湖北银行咸宁分行营

业部根据上述已审核盖章的《购房补贴
“香城泉都卡”申请表》中相关要求，将
相应的购房补贴款于三个工作日内从
市金投集团账户划入持卡人“香城泉都
卡”账户。

市民李游是一名上班族，是首批享
受购房补贴的受益者之一。去年12
月，他在大楚房购买了一套100平方米
左右的改善性住房，知道市财政发放购
房补贴后，他第一时间办理了手续，领
到了8000元。“在政务服务中心窗口，
我只要半个小时就办好了所有的手续，
加上到湖北银行开户，全部时间加起
来，不到半天。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
办事效率高，真的很方便。”李游高兴
地说。

湖北银行咸宁分行零售部经理袁
湘告诉记者，“香城泉都卡”除具备正常
的银联卡的所有功能外，还可在旅游、
家装、建材、餐饮、娱乐等行业内指定特
惠商户享受VIP折扣优惠服务。截至
9月27日，湖北银行共受理购房补贴申
请2186笔，成功发放购房补贴款1500
余万元。

购房补贴“香城泉都卡”，你领了吗？
记者 贺春音

图为市民正在办理图为市民正在办理““香香城泉都卡城泉都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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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辉购物广场今日盛大开业我市发放住房贷款26.87亿元
同比增加4.92亿元

本报讯 记者朱萍报道：由融辉
集团倾力打造的连锁卖场咸宁融辉购
物广场温泉店（以下简称融辉购物广
场）今日盛大开业。

融辉购物广场是一站式标准超
市。这是融辉集团积极发展连锁事业
的异地扩张，迈出崭新的一步。融辉集
团于2004年 9月创建于湖北省麻城
市，总部设在河南郑州，注册资本
16610万元。融辉集团是一家以房地
产投资开发为主导, 跨地域、多元化发
展的大型集团公司，十二年来，集团公
司涉及商贸、酒店、建材、园林绿化、文
化传媒、商场经营管理等多个领域，总
资产达30多亿元。

融辉购物广场总经营面积达5000
㎡，地处咸宁温泉银泉大道548号（原
咸宁温泉客运中心），银泉大道作为咸
宁交通“三纵六横”的中轴枢纽道路，地
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建成后的融辉
购物广场将为周围10万居民提供一站
式购物服务。融辉购物广场经营品种
近30000种，该购物广场引用国内领先
的商业空间设计，卖场规划、布局设计、
功能设置、配套设施等“一站式舒心购
物”的经营定位，它的开业将成为咸宁温
泉当地市民购物的理想场所，经营品类
包含：生鲜、粮油、休闲食品、酒饮冲调、
日化、家居百货、针纺床用、图书音像、
文体玩、服装、鞋包、儿童游乐等。

部门联动 多措并举

我市力促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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