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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星惠誉房地产有限公司
是一家业务全球化、资本国际
化的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以下
简称福星惠誉)。公司成立于
2001年 1月18日，注册资本8
亿元人民币，一级开发资质，具
备年开发300万平方米住宅的
能力。

福星惠誉秉承“先做人、再
做事”的企业文化，以成熟造
城理念，2008年以前瞻的目光
捕捉到咸宁的人文氛围和稀
缺自然资源，开发咸宁福星城
项目。咸宁福星城因其独特
的综合特色，成为咸宁具有代
表性的建筑。未来，福星惠誉
将继续发展以旧城改造为基
点的开发思路，为改善人居环
境，提升城市价值做出更加积
极贡献。

咸宁福星城项目位于咸宁
永安城区与温泉城区融城之
地，醇熟的配套，33层极致高

度，层层退台设计，备受追捧。
于繁华处取幽静，福星城的卓
越地段，让业主身处咸宁也可
享受大都市才有的高端生活范
儿。福星城毗邻咸宁城铁南
站，10分钟咸宁北高铁站，到武
汉最快仅需25分钟，繁华咫尺
尽享；紧邻城市主干道，周边还
有十六潭路、金桂路、银桂路、
青龙路，极速到达全城。

福星城宏伟建筑，是咸宁
为数不多可容纳2-3万人的高
端大型社区，住宅容积率为2.5，
绿化率38%，不仅外部配套成
熟，自身的配套也是相当齐
全。篮球场、健身运动器材、
2500㎡幼儿园、27600㎡高配比
地下车库、以及自身商业配套，
生活所需近在咫尺。随着多家
大型品牌商家的入驻，由商业
带动整个区域的发展，形成新
的商业磁场，必定使得该区域
更加繁华。

福星城

龙头房企8年巨献

本报讯 记者朱萍、通讯员周鹏
报道：记者昨日从市房地产管理局了
解到，去年咸宁城区商品房成交16107
套，成交额55.97亿余元，成交总面积
176.24万平方米。

市房产局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城
区商品房成交量较前年增长1133套，
增幅7.57%；成交总面积较前年增长
16.58万平方米，增幅10%；成交总金
额较前年增长0.2亿元，增幅0.36%。
销售均价3175元/平方米，较前年下
降318元/平方米，降幅9.1%。其中，
住宅销售均价2852元/平方米，比前
年 同 期 下 降 51 元/平 方 米 ，降 幅
1.75%。

在去年城区所售住宅中，面积集
中在108-122平方米。对此，业内人
士分析，去年在我市城区买房的人群
以刚需为主，多为自住。

据了解，去年楼市大环境不好，但
随着我市出台住房公积金新政、减免
税收等一系列购房优惠措施，促使一
批创业者和农民在城区安家落户，市
场迅速反弹。

从城区商品房网上备案可以看
到，2009年至2015年商品房年成交
量分别为6272套、9297套、9644套、
9052 套、12208 套、14627 套、14974
套，去年城区商品房成交量是7年来的
最高值。

我市去年商品房销售 1.6 万套
同比增长1133套，增幅7.57%

本报讯 记者朱萍、通讯员刘剑锋
报道：去年，我市加快房地产去库存步
伐，市场总体运行稳中向上。据市房
产局数据统计，去年全市商品房库存
面积431万平方米，共去库存150万平
方米。

去年1-12月，全市商品房销售面
积387万平方米，全市商品房批准预售
面积236.84万㎡。

全市去年商品房销售面积387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14%。市城区（含咸
安区）1-12月商品房销售面积176万
平方米，同比增长10%。其中12月份，
商品房销售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的有
市城区（含咸安区）、通城、赤壁、嘉鱼，
同比涨幅较大的有通城、崇阳、嘉鱼。

全市去年商品房批准预售面积
237万平方米，同比下降30%，其中 12
月批准预售面积21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43%。市城区（含咸安区）去年商品
房批准预售面积98万平方米，同比下
降33%，12月批准预售面积16万平方
米，同比下降41%。

截至去年年底，全市商品房库存
面积431万平方米，共去库存150万平
方米，消化周期13.27个月，较前年年
底下降4.61个月。市城区（含咸安区）
商品房库存面积133万平方米，共去库
存78万平方米，消化周期9.47个月，
较前年年底下降5.56个月。商品房库
存消化周期下降较快的有市城区（含
咸安区）、赤壁、通山、通城。

我市去年商品房去库存150万平方米

图说《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②

1月 12日，由市房管局联合市总

工会、团市委、市妇联、市工商联等单

位共同举办的“想在咸宁有个家”演

讲比赛半决赛，在藏龙府邸项目售楼

部举行。

演讲比赛以“想在咸宁有个家”

为主题，来自全市房产开发企业、物

业公司员工及小区业主共25名选手，

走上讲台，生动讲述亲历故事、精彩

瞬间，最终评选出16名优胜者进入决

赛。

通讯员 凡鹏举 摄

本报讯 记者朱萍报道：日
前，记者从市房产局获悉，去年
全市已开工保障房24414套，
完成目标任务的100%（其中，
新开工城市棚户区24014套，
完成目标任务的100%；新开工
垦区棚户区400套，完成目标任
务的100%)；基本建成保障性住
房、棚户区改造共 11192 套
（户），完 成 目 标 任 务 的
132.76%；已分配入住各类保障
房 4189 套，完成目标任务的
100%。；补贴发放330户，完成
目标任务的100%。

据了解，去年省政府下达我
市的保障性安居工程目标任务：
开工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共
24414套（户），基本建成保障性
住房、棚户区改造共 8430 套
（户），分配入住保障性住房、棚
户区改造共4189套（户），新增
租赁补贴330户，棚户区改造货
币化安置13135套（户）。截止
去年12月底已全部完成。

棚户区改造事关千家万户
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和谐稳
定大局。去年以来，我市相继出
台《咸宁市城区棚户区改造货币
化安置办法》、《加快推进市城区
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等多项
文件。各县市区和咸宁高新区
同步推进棚户区改造工作，落实

“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个项目
一个县级领导联系”制度，在各
棚户区改造项目现场设立指挥
部和办公室，实时实地指导工作
推进，同时以市县投融资平台为
基础，确定年度棚户区改造项目
和投融资规模，为棚户区改造提
供资金支持。

改造中，我市不断探索住房
保障新模式，按照“以改善民生
为根本出发点，以提升城市景观
为方向，以完善城市功能为目
标，以平衡经济收益为支撑”的
思路，上下联动，提速加压，住房
保障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咸宁市房地产管理局
咸宁日报社

联合主办

我市去年开工保障房24414套
完成目标任务的100%

本报讯 记者贺春音、通讯员陆世
波报道：记者昨日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获悉，去年，公积金中心释放制度
创新的活力，挖掘资金运作的潜力，提
升综合服务的能力，共发放住房公积金
贷款12.95亿元，同比增长19.34%；提

取公积金6.64亿元，同比增长8.99%；
新增归集住房公积金14.82亿元，同比
增长38.11%，各项工作均超额完成任
务。

去年，我市不断扩大住房公积金缴
存面，持续释放惠民政策红利，有力帮

助了房地产去库存，让更多老百姓住上
新房子，共为5806个家庭发放住房公
积 金 贷 款 12.9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9.34%。其中，市直为2220个家庭发
放住房公积金贷款5.22亿元，同比增
长62.79%。市直住房公积金贷款量的
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大众创业安居
贷”的广泛使用。“大众创业安居贷”是
将未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购房人群纳入
其中，他们仅需按照最低缴存标准补交
6个月住房公积金共2000元（其中大
学生创业补缴1000元），买房即可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这种贷款产品，在全
省乃至全国都是首创。为了保证该贷
款的及时发放，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先后向银行借贷3.9亿元周转，支出利
息736万元。去年，市直为1200多户
家庭，发放了3亿余元的“大众创业安
居贷”。

我市去年适度放宽了住房公积金
的提取政策，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规定之外又增加了6种方便提取的情

形：大病低保特困提取、租房提取、装修
提取、还贷提取、异地购房提取和家庭
代际提取。既方便了群众办事，又盘活
了沉淀资金，提高了住房公积金使用效
率。去年，我市提取公积金6.64亿元，
同比增长8.99%。其中，市直提取使用
公积金2.92亿元，与上年提取额基本
持平。

去年，我市新增归集住房公积金
14.82亿元，同比增长38.11%。其中，
市直归集住房公积金5.58亿元，同比
增长47.31%。住房公积金归集额的增
长，得益于我市进一步规范单位和企业
的缴存行为。据了解，在市公积金管理
中心的大力宣传下，机关事业单位补齐
了缴交基数和调资差额，非公企业建立
了缴交制度，履行了守法经营，职工权
益得到了保障，享受到了政策实惠。

截至去年底，我市缴存住房公积
金人数增至12.63万人，比上年底增长
了10.73%。其中，市直缴存住房公积
金人数有3.73万人，同比增长19.75%。

我市去年发放住房公积金贷款近13亿元
贷款家庭5806户，户均贷款22.3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