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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磊 通讯员 刘泽蕾

本报讯 住建部、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国土资源部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维护住房公
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贷款权益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
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阻
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公积
金贷款。昨天，大河报记者走
访郑州房地产市场发现，不少
楼盘称，不能使用住房公积金
贷款。

郑州市花园路刘庄附近一
处刚需楼盘的置业顾问说：

“2016年房价大涨之前，郑州
是买方市场的时候，售楼部确
实允许使用公积金贷款。但是
现在楼盘不允许使用公积金贷
款了。”无独有偶。曹女士在文
化路连霍高速附近购买一处小
户型住宅。置业顾问也告诉她
不能用公积金贷款。

郑州某知名房企营销总监
白先生分析，公积金下款太慢，
有的项目动辄半年，但是又不
能明着告诉购房者不能用，所
以开发商往往选择积极向购房
者推销商业贷款。此外，郑州
公积金最多只能贷款60万元，
同时和缴存年限、缴存余额挂
钩。而郑州房价已经涨上去
了，用公积金贷款的额度不够，
只能走商业贷款。

郑州住房公积管理中心工
作人员说，他们已经关注到住
建部等四部门出台《通知》的新
闻，但是现在还没有接到正式
文件。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将执行上述通知，查处违规
问题。

《通知》要求，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要加强房地产市场监
管。房地产开发企业在销售商
品房时，要提供不拒绝购房人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书面承
诺，并在楼盘销售现场予以公
示。房地产开发企业要认真履
行承诺，不得以提高住房销售
价格、减少价格折扣等方式，限
制、阻挠、拒绝购房人使用住房
公积金贷款，不得要求或变相
要求购房人签署自愿放弃住房
公积金贷款权利的书面文件。

今后，缴存职工可通过
12345 市民热线、12329 住房
公积金服务热线等渠道，投诉
举报房地产开发企业和房屋销
售中介机构拒绝住房公积金贷
款问题。

此外，《通知》要求各地住
房城乡建设部门和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联合开展拒绝职工
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问题
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房地
产开发企业和房屋销售中介机
构违规行为。

□记者 陈骏

本报讯 在郑州办理个人
现房不动产抵押登记业务又多
新去处。从今天起，郑州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将在管城区、惠
济区、中原区这3个分中心增设
抵押类业务受理窗口，郑州不
动产抵押类业务将再次提速。

大河报记者昨日傍晚从郑
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为
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效率，
该中心决定从今天起，在惠济、
中原、管城不动产登记分中心
增设抵押权（个人现房）首次登
记、注销登记类业务受理窗口。

值得关注的是，三个新增
的受理窗口面对市内五区（金
水区、二七区、管城区、中原区、
惠济区）业务依然实行同城通
办的受理模式，即无论您要办
理抵押类业务的房产位于市内
五区的任何区域，均可通过郑
州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微信公众
号，选择就近业务网点进行预
约办理。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郑
州不动产登记部门目前正在对
抵押类业务的预约方式进行优
化。

“此前，抵押权设立和抵
押权注销业务共享一个预约号
池。我们正在进行优化，两项
业务的预约号不再共享，执行
分类处理。”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在业务办理过程中他们发
现，在两种业务中，抵押权设立
业务总量偏少，但业务办理耗
时较长，而注销业务则反之，如
两项业务共享一个号池可能会
形成“相互影响，相互拖累”的
弊端，办抵押的被办注销高需
求挤到了后面，能“快速解决问
题”的注销业务又往往会被单
笔抵押业务拖累时间。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受一
些大型超市设立“购物3件以
下通道”的思路启发，他们正着
手对预约方式进行优化，调整
到位后，郑州不动产抵押类登
记业务的办理效率也将得到进
一步提升。

适用对象：在郑工作并拥有
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或副高级
（高级技师）以上职称的非郑户
籍人才，在郑州购买首套自住商
品住宅。

政策待遇：对上述对象在郑
州购买首套自住商品住宅的，在
限购审查时只审查学历、职称和

教育、人社部门的认定证明，以
及购房人就业状况，不再审核社
保和个税证明的缴纳期限。

办理条件：1．拥有全日制
本科以上学历或副高级（高级技
师）以上职称；

2．在郑州市各类企业或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

单位、社会团体等用人单位就
业，并签订有 1 年以上劳动合
同；或在郑初始自主创业，依法
登记注册成立企业、民办非企业
单位、社会团体、个体工商户并
担任法定代表人；

3．在郑州市购买首套自住
商品住宅。

“智汇郑州”人才新政购房政策 看房管局权威解答

有郑州户籍的须没买卖过房
非郑州户籍的须郑州名下无房 房管局下月2号开启人才服务专窗
□记者 孙煊哲 王磊 通讯员 范璐

核心提示 |“智汇郑州”人才政策发布以来，受到广泛关注。“个体工商户能否成为用人单
位？”“公务员没有劳动合同怎么申请首套购房？”“购房补贴以什么形式发放？”“新政中的‘首套
购房’和‘首次购房’有啥不一样？”……针对一些新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在昨天郑州市房管局
召开的落实“智汇郑州”人才政策动员培训会上，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做了详细解答。

房管局开通人才服务专窗
郑州市房地产市场和产权

交易管理中心主任张振明介绍，
市房管局主要承担非郑户籍人
才购房工作、负责受理市青年人
才购房补贴工作以及购房补贴
发放工作。为了具体落实“智汇
郑州”人才政策，市房管局东、西

区办事大厅二楼专门设置了人
才服务专窗。目前，专窗所有人
员及设备已经到位，进入最后系
统调试阶段。2018年1月2日
正式开启此项业务。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
房管局东区办事大厅二楼，看到

63、64、65、66、67窗口为专窗，
不少申请人正向工作人员咨询
相关问题。

“新政出台以后，受关注度
非常高，现在每天都有超过100
人前来咨询政策上的问题。”工
作人员殷超杰说。

房管局给业内人员解答疑难问题
为了更好地让房地产从业人员掌握新政策，昨天上午，郑州市房管局召集100家中介机构和100家房企进

行培训，详解新政要点。中介和房企工作人员作为房地产一线人员，往往会遇到一些新政的实际问题。郑州市
房地产市场和产权交易管理中心私房科科长王征、商品房备案科科长胡冬梅，现场解答。

1. 购房补贴是以什么形式
发放？开发商直接扣下还是发
给申请者？

答：经过受理、初核、上报、
公示、经费申请等一系列流程
后，由市政府批转市财政局向各
区域拨付资金，资金到位后由各
受理单位每季度集中将购房补

贴资金全额拨付至申请人个人
账户。

2.“2017年 1月 1日之后
毕业，并在毕业 3年内落户我
市。”这一条如何理解？

答：无论是本科毕业生、硕
士研究生还是博士生申请者，都
必须满足 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

毕业，并在毕业3年内落户郑州
后才能申请补贴。

3. 购房合同上写的是夫妻
双方的名字，其中一个不符合补
贴条件，能不能申请补贴？

答：只要补贴申请者本人符
合相关条件就行。

1. 非郑户籍人才首套购房
申请和郑州市青年人才首次购
房补贴中的“首套”和“首次”有
啥不一样？

答：两者的要求严格程度不
一样。

A. 非郑州户籍人才购房申
请中的“首套”是指，申请者所有
家庭成员只要满足目前在郑州
名下无房就行。

B. 在郑州市青年人才首次
购房补贴中，“首次”是指申请者
所有家庭成员在郑州没有购房
记录，之前有过，但已售出的也
不行。

上述的“郑州”范围为郑州
市行政区域，包含县（市、区），家
庭成员含夫妻双方和未成年子
女。

2. 非郑户籍人才申请购房
时，除了其他材料，光带毕业证
原件或职称证书原件行不行？

答：除了毕业证、职称证，还
得出具相关部门的认定结果证
书，如毕业证对应的是教育部
门，职称证对应的是人社部门。

3. 在郑州工作的公务员或
事业单位没有劳动合同怎么办？

答：有工作单位的，如果是
机关事业单位，由所在单位出具

在职证明和单位证照复印件；如
果是企业单位，则需要劳动合
同、单位证照复印件。

自主创业的，需提供工商营
业执照。

4. 个体工商户能否成为用
人单位？

答：个体工商户不能作为用
人单位，其法定代表人可以作为
购房申请人。

5. 公司是外市的，在郑州有
办事处，实际工作也都在郑州，这
样的劳动合同符合条件不？

答：不行，用人单位必须是
在郑州注册的公司。

郑州市青年人才首次购房补贴问题

非郑州户籍购房申请问题

适用对象：新引进落户、郑
州市户籍未迁出户口的全日制
博士研究生、35岁以下的硕士研
究生、“双一流”建设高校的本科
毕业生，在郑州市首次购买住
房。

政策待遇：郑州市青年人才
首次购房补贴标准为：博士每人
10 万元，硕士每人 5 万元，本科
毕业生每人2万元。

申请条件：同时具备下列条

件的，可申请青年人才首次购房
补贴：

1．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
生年龄应在 35 岁以下，博士研
究生不设年龄限制。

2．教育部等部委公布的
“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世界大
学排名前500位院校（以上海交
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每年公
布的名单及国际高等教育研究
机 构 QuacquarelliSymonds 发 布

的QS世界大学排名最新同时排
名为准）的本科毕业生（不含上
述高校中招生分数低于本校统
一录取分数线的其他校区，或分
校、网络学院、独立学院以及委
托培养、定向培养的毕业生）。

3．2017 年 1 月 1 日之后毕
业，并在毕业3年内落户我市。

4．在郑州市首次购买住
房，且购房合同已完成备案，并
按规定纳税，取得完税凭证。

非郑州户籍人才购房政策

郑州青年人才购房补贴政策

住建部等四部门联合下发通知：
开发商不得阻挠、拒绝购房人用公积金贷款

郑州将执行新政
查处房企违规问题

郑州不动产登记
再增抵押类业务受理点
惠济、中原、管城新增受理窗口
面对市内五区实行同城通办的受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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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