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业贷款+住房公积金贷款=组合贷
组合贷款要求：月还款额不超过个人或夫妻收入之和的50%

以千鹿山总价为100万元的房子贷款20年为例

首套房首付

30万元 +

若商业贷款70万元

= 房款总价

100万元

以房贷利率上浮20%
用等额本息还款法计算

每月需还款5794元

若组合贷款70万元

公积金贷款 40万元
商业贷款 30万元
公积金贷款利率 4.5%
商业贷款利率上浮 20%
用等额本息还款法计算

每月需还款5013元

▲
▲

组合贷比商业
贷款每月少还

781元

20 年 少 还 约

18.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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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杜 君 通讯员
张全来 陈 卫）10月 27日，记者从
省林业调查规划院了解到，省政协
日前组织国土、环保、林业等部门
组成专家组，对大别山区生态保护
现状进行调研后发现，不少地方存
在基础设施落后、管理水平不高等
问题，一些极小种群物种濒危，建
议深化鄂豫皖三省合作，建立跨省
的大别山生态保护区域。

据介绍，大别山区主要覆盖信
阳市的 8个县区、1.5万平方公里，
约 占 大 别 山 区 总 面 积 的 三 分 之
一。目前已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 3处、省级自然保护区 5处，建立
国家级森林公园 3个、省级森林公
园 7个，80%以上的珍稀物种得到

保护。
然而，专家在调研中也发现，

由于保护区大都位于偏远山区，又
缺乏专项建设资金支持，一些自然
保护区路、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落
后，有的甚至存在“批而不建、建而
不管”现象，管理水平偏低。

对此，调研组建议，大别山区
生态保护应加强鄂豫皖三省的省
际协作，建立跨省大别山生态保
护区域。同时，由于大别山区在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属限制开
发区域，建议设立国家专项建设
资金，提高营造林补贴和公益林
补偿标准，并大力支持生态旅游、
生态种养，最终实现生态与发展
双赢。③9

10 月 22 日，站在孟津县送
庄镇负图村科技示范户张玉明
的地头，看着镇农技站技术指导
员指导张玉明麦播，围观的几个
种粮户有点疑虑地问：“一亩地
只下 20斤种，这中不中呀？”

“咋不中？”没等技术员开
口，张玉明就抢着说，“一亩少下
10 斤种，省 20 块钱不说，还增
产。这是我去年试过的。”

技术员笑着补充说：“这是
咱 县 里 正 推 广 的 精 量 匀 播 技
术。按这法儿种周麦 26、百农
矮抗 58 这两个优良品种，种子
用得少，也不缺苗，起头（分蘖）
多，产量高。老张去年试过了，
你们今年试试。”

几个种粮户盯着老张称种
子，还是有点怀疑。

“我给你们说，听技术员的
没错。”张玉明笑着说，“不只是
播种，施肥也有窍门。去年我这
地里，技术员给施肥配方，底肥

每亩 80斤，春季小麦返青后再施
尿素 10斤，一亩地施肥只用 135
块钱。你们一亩用多少钱？”

一个种粮户算了算说：“至
少得 150块钱。”

“看看，光是施肥，一亩地我
就比你少出 15块钱。再加上打
药、种子，一亩地我至少比你省
出 50块钱。”张玉明对着他继续
说，“去年咱比过亩产，我这地亩
产比你高 150 斤左右。里外两
头账一算，我一亩地比你多收入
两百多块钱。你咋还在那里前
怕狼后怕虎的！”

几个种粮户心动了。技术
员说，送科技入户，主要是推广
小麦精量匀播、配方施肥、病虫
草害综合防治和玉米“一增四
改”、适时晚收这些农业新技术，

“去年咱县超过 7000 户农民从
中得到了实惠。你们几家，想要
加入，学这技术，咱农技站热烈
欢迎。”

几个种粮户高兴起来，都
去拉技术员：“走，到我那地里
看看去！”③9

基础设施落后 极小种群濒危

专家建议跨省联保大别山生态

组合贷组合贷，，看上去挺美看上去挺美
调记者 查查

□本报记者 赵 恒 曹 萍

本报讯 （记者党文民）10
月 27 日，记者在荥阳市高山镇
竹园村看到，小麦苗已经长出六
七厘米，像绿色的绒毯覆盖着大
地。

目前，我省大部地区冬小麦
处于播种至出苗期，省农业气象
服务中心专家建议，要加强冬小
麦苗期管理，在苗全苗匀的基础
上，促根、促弱、控旺，培育壮苗。

本周我省东南部降水量会
较常年同期偏多，其他地区接近
常年同期略偏多，平均气温较常
年同期偏低。据省气象台发布

的天气预报，未来三天，全省阴
天，局部地区有小雨甚至中雨。

针对这种情况，专家建议，
农民朋友要及时采取松土通气
措施破除板结，以利出苗。出苗
后如果发现缺苗断垄现象，要及
早查苗补种，疏苗移栽。设施农
业要提前做好防风加固、保温工
作，露天蔬菜要及时收获、储存，
避免低温天气造成危害。

此外，我省冬小麦将陆续
进入冬前分蘖期，此时田间管
理的重点是促根增蘖，促弱控
旺。③9

本周雨水偏多气温偏低，专家提醒

应加强冬小麦苗期管理

推广新技术 细算经济账

精量匀播，省钱还增产
□本报通讯员 陈向华

张振海

三秋三秋 进行时进行时

第三季度人力资源市场分析报告出炉

企业对技能人才需求日益强烈

商业贷款和住房公积金贷款“两掺”的组合贷新政，曾一
度让郑州的购房者们喜出望外。然而，现实的遭遇却是另外
一番滋味。

“这样的便宜可不好占。”郑州市民高先生说。今年8月，他
来到位于迎宾路上的千鹿山小区，看中一套价值100万元的房
子。当时，开发商称支持组合贷购房，高先生听罢认为此举能大
幅度减轻还贷压力，很快就付下定金，开启了申请组合贷的征
程。但几周下来，高先生的这一美好愿景最终还是破灭了……

“两掺”高招 人气不旺

6月 15日，郑州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发布了《郑州住房公积金
个 人 住 房 组 合 贷 款 管 理 暂 行 办
法》，组合贷新政由此落地。

依照该《办法》，符合条件的市
民贷款购买首套房时，可以实行最
高可贷 70 万元、最长 30 年的组合
贷款方式。相较利率较高的纯商
业贷款，选择组合贷，每月能省下
不少的月供。

高先生给记者算了笔账，千鹿
山的那套房子总价 100 万元，首套
房首付 30万元，需要贷款 70万元，
若全部使用商贷贷 20年，以房贷利
率上浮 20%，并用等额本息还款法
计算，每月需还款 5794元。若使用
组合贷贷 20 年，公积金贷款 40 万
元，商业贷款 30 万元，以公积金贷
款利率 4.5%，商业贷款利率上浮
20%，并用等额本息还款法计算，
每月需还款 5013 元，每月下来，组
合贷较商业贷款能少还 781 元，20
年就能少还约 18.7万元。

如此看来，组合贷的确极具诱
惑力，可申请状况又会是怎样的呢？

10 月 27 日，郑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百花路办事大厅，记者
在咨询处观察一段时间，并没有市
民前来咨询组合贷业务。随机问
了几位市民，大都知道组合贷，但
具体了解的不多，也没有用过。

据郑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信贷处处长陈建功介绍，截至 10
月 27 日，已成功发放组合贷款 27

笔。而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
产管理局发布的消息来看，6 至 9
月份，郑州市区商品住宅共销售
26964 套。也就是说，成功使用组
合贷进行购房的只有千分之一。

工薪阶层 想贷不易

低利率，高额度，组合贷新政
在当前房价高企、商业贷款利率上
浮的大环境下，让很多购房者眼前
一亮，似乎有了更加“便宜”的选
择。然而，记者从多方了解到，对
于工薪阶层而言，这“便宜”其实并
不好占，严格的银行流水便足以让
他们望而却步。

按规定，组合贷款要求月还款
额不超过个人或夫妻收入之和的
50%。这里所指的收入是每月银
行工资流水账单上的收入，如果月
需还款 4000元，那么工资流水至少
要达到 8000元。

目前单身的高先生，如若申请
组合贷，按要求他的工资流水起码
要达到 10026元。

“我的月工资 6000 元，只够贷
45万元，还不如直接申请公积金贷
款。”高先生面显无奈。

陈建功表示，工作时间比较短
的，或者一般工薪阶层，想要用组合
贷解决大笔资金短缺是不太现实的。

位于郑州南三环附近的泰宏建
业国际城，成功办理了郑州市第一笔
组合贷业务。据该售楼部的置业顾
问介绍，随后该楼盘又陆续办理了五
六起组合贷，基本上这些业主的月收
入都在8000～10000元。

对需要如此高的工资流水，一
名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员称，

“贷款毕竟不是福利，我们也好，银
行也好，都要承担相应的风险”。

各打“算盘” 难言实效

银行“态度不积极”正是组合
贷申请状况不乐观的一大原因。
据了解，目前承办组合贷款业务的
受托银行为中国建设银行百花路
支行和中国银行陇西支行、桐淮支
行。若是购房者看中的楼盘并不
在这 3 家银行的合作范围之内，则
无法办理组合贷。

“组合贷目前和银行合作的覆
盖面还比较有限，是否支持还需到
楼盘销售部具体咨询。”陈建功说。

说起银行不愿加入“组合”的
原因，不少银行从业人士表示，组
合贷情况下每个客户的商贷额度
比较小，且较为分散，加之其分割
抵押的担保形式，无形中就增加了
银行的成本和风险。对于组合贷，
购房者关心的是可以省多少房贷，
而开发商在意的是资金的回笼速
度。

在郑州市惠济区黄河迎宾馆
附近，聚集了永威迎宾府、千鹿山
等多个在售楼盘。在永威迎宾府
的售楼部，售楼人员小代表示，他
们跟建行合作，当然支持组合贷。

但记者拨打郑州住房公积金
12329 客服电话了解到，上面所说
的两家楼盘均未在公积金管理中
心备案，不能使用组合贷。

记者随后致电建行工作人员

后得知，原来高先生所购楼盘属于
新盘，目前还未在建行进行备案。

“定金都交了，无奈我只能申请商
业贷款购房了。”高先生说。

政策接地 方招“待见”

“组合贷”新政的初衷就是为
了让更多人能够轻松购房，但结果
却是“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惠及
更广泛的人群。

跟高先生一样的工薪购房者
对此深有体会。在房价居高不下、
利率不断上涨的情况下，本以为组
合贷能带来一点利好，但结果却不
尽 如 人 意 ，想 贷 不 易 ，等“ 贷 ”不
起。很多网友深表困惑和失望，网
友 izzie723说：“政策还是不够接地
气儿，尤其对我们这些刚工作没多

久的，有点高得够不着。”
有道是各有各的苦。采访中，

银行内部人士也喋喋诉苦：“现在
银行和开发商的资金成本都很高，
组合贷的整个流程很长，导致资金
压力更大，而且回款周期长，积极
性自然就不高了。”

对此，房产研究人员表示，组
合贷的推出是一种市场行为，那
么，相关的银行、开发商考虑其中
的利润也无可厚非。但要实实在
在地惠及民生，还需要政府部门在
其中做更多协调。

“组合贷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已
是名存实亡。”河南省房地产业商
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赵进京说
得更加直接，“从目前实施的效果
来看，组合贷对于减轻大部分人的
购房压力作用不大。”③7

本报讯（记者郭海方）10月
24 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刚
发布的第三季度全省人力资源
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分析报告显
示，第三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提供就业岗位约
436040 个，进入市场求职者约
408472人。其中，第三产业用人
需求占主体地位，企业用人需求
占总需求的 87.99%。

批发零售、房地产
业用人需求旺盛

报告显示，今年第三季度我
省人力资源市场批发和零售业、
房地产业的用人需求量较大。
此类行业中，专业技术人员、高
级管理人员排在需求首位，其次
为营业员、服务人员。

普工的需求量也比较大。9
月份富士康继续在全省大量招
工，但中小企业对求职者的吸引

力相对较小，招工难度稍大。
“就业市场供需结构性矛盾

依然突出。”省公共就业服务中
心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一些新建
成并投入生产的企业，急需能够
从事一线生产的各种专业操作
工，但又不愿意提供相关培训来
解决用工难题，而有求职愿望的

“4050”人员，部分企业又不愿招
用，“招工难”与“就业难”依然并
存。

对此，有关专家认为，中小
企业要有足够的耐心与求职者
做好沟通，同时注重改善用工环
境和待遇。求职者也要理性思
考，到中小企业就职，自身发展
可能更快。

用人需求集中在
二、三产业

据分析报告，郑州、开封、
洛阳、安阳、新乡、许昌是全省

人力资源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六
个城市，六城市第三季度的用
人需求主要集中在第二、第三
产业上，其中第三产业需求人
数所占比重达到了 57.44%。从
行业需求来看，制造业、批发和
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
商务服务及房地产业位居需求
的前五名。

从用人单位的性质来看，企
业 的 用 人 需 求 占 总 需 求 的
87.99%，机关、事业单位的用人
需求比重为 3.05%，其他单位的
用人需求比重为 8.96%。

报告显示，用人单位对高中
和大专文化程度人员的需求分
别 占 总 需 求 的 36.73% 和
28.82%，37.19%的 岗 位 对 技 术
等级有明确要求。其中，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的岗位需求和求职
人数的比率最高，达 2.52。“这表
明市场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
强烈。”该负责人说。③7

◀10月 25日，游客在位于南太行山腹地的博爱
县靳家岭上赏红叶。深秋，靳家岭近 10万亩连天红
叶覆盖着峰岭沟崖，层林尽染。⑤3 仝 江 摄

▼深秋时节，位于渑池县北部山区的上万亩红
叶次第变红，构成了一幅绚丽的秋韵山水图，每天都
吸引着千余名游人来此赏叶拍照。⑤3邓志伟 摄

秋韵红叶
“醉”美中原

■数字见证经济发展变化

前三季度增长五成多 总量 1.99亿件

我省快递业收入、业务量
均已超去年全年

本报讯 （记者徐东坡）10 月 23
日，省邮政管理局发布了今年前三季
度全省邮政业务数据，全省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总量达到 1.99亿件，已超过
了去年全年的 1.94亿件。

今年前三季度，全省邮政行业业
务总量累计完成 83.11 亿元，同比增
长 28.19%；业务收入为 94.3亿元，同
比增长 15.4%。

其中，全省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
达 到 19908.12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53.62%；业务收入达到 27.93 亿元，
同比增长 51.99%。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的
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入，均已超过了
去年全年。2013年全省快递业务量
为 1.94亿件，快递业务收入为 26.5亿
元。快递业务总量较大的省辖市依
次是郑州、洛阳、南阳、商丘、新乡，5
个 市 的 快 递 业 务 量 合 计 占 全 省 的
74.92%，其中省会郑州占全省比重
54.84%。

今年 9月份，全省快递服务企业
业 务 量 为 2673.97 万 件 ，同 比 增 长
52.83%。其中，国际及港澳台快递
业务量增长迅速，达到 86.34万件，同
比增长 219.35%。

近年来，我省快递服务行业快速
发展，目前我省已有 EMS、顺丰、宅急
送等 40多个快递品牌，100多个快递
法人企业。全省快递行业发展速度
已连续多年超过 50%，但仍满足不了
电子商务发展的需求。据商务部门
统计，我省的 40多万家中小企业中，
已经有 1/3左右应用电子商务，近年
来应用电子商务的企业每年都在以
50%以上的速度增长。

我省正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大
省，快递服务成为我省大力支持发展
的行业，根据省政府今年出台的《关于
促进快递服务业发展的意见》，到2020
年，全省快递业务收入达到 210亿元，
年均增长 35%以上；业务量达到 26亿
件，年均增长45%以上。③10

本报讯 （记者李 林）10月 25
日，38 家国产主机系统产业联盟
成员企业的领军人物聚集郑州郑
东新区，为该区发力打造“智慧城”
出谋献策。

据了解，作为我省加快城市化
进程的龙头，郑东新区将“加快智
慧城区建设”作为当前重点工作之
一，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
化、信息化、网络化智慧城区。

当天，浪潮集团执行总裁王恩
东、北京华胜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朱红仙等 38家国产主机系

统产业联盟成员企业的领军人物
出席会议，就郑东新区发展智慧经
济、培育智慧产业、建设智慧城市，
全面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出
谋划策。

据介绍，郑东新区今年年底
前，将初步完成智慧城市数字化管
理技术平台、各业务应用系统的规
划设计；2015年，初步建成地理信
息库和法人库，实现网上审批、城
市管理数字化；2016年，全面完成
地理信息库、法人库、人口库等三
大信息库的数字化和系统化。③9

38家国产主机系统产业联盟成员聚集郑东新区

为打造“智慧城”出谋献策

10月25日，在洛阳单晶硅有限责任公司半导体产业园，中德双方技
术人员正在调试刚引进的设备。该产业园建成后，可填补国内 8英寸硅
抛光片生产空白，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⑤3潘炳郁 王思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