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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贷款买房遭“嫌弃” 刚需购房者权益如何保障？

多地出手遏制拒绝公积金贷款现象
近来， 网上流传一句顺
口溜：“全款买房的往里走，
按揭的不要堵门口， 公积金
贷款的请把共享单车挪一
挪。”记者在多地的热门楼盘
调查发现， 一些开发商只接
受全款买房， 拒绝公积金贷
款甚至商贷。 这种现象受到
关注， 多地近期出台相关政
策保护购房者权益。

科技快讯

8K超高清要来了

一些开发商
拒绝公积金贷款
在福州， 记者走访了融
侨方圆等8家楼盘， 有6家拒
绝公积金贷款。 如即将开售
的、每平方米售价3万元的阳
光城·檀府，销售人员明确表
示只卖给全额付款客户，公
积金贷款甚至商贷按揭客户
都“机会不大”。
福州的刘先生向记者坦
承， 本打算使用公积金贷款
购房，最终被迫“东借西凑”
凑了五成首付、 且找了内部
关系才商业贷款买到“阳光
城·丽景湾”。“没有内部关系
根本无法认筹， 想公积金贷
款更是奢望。”
一名陈姓置业顾问确认
了刘先生的说法：“只接受商
业贷款，首付至少要五成，选
房后三天内必须交齐。”
在广州、 深圳等热点城
市，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或
要求全款购房也屡见不鲜。记
—
者走访广州的明星板块——
广纸区域发现，区域内的楼盘
基本拒绝公积金贷款。

开发商为何“嫌弃”
公积金按揭贷款？
记者采访发现， 开发商
之所以拒绝按揭贷款， 主要
原因有二：
首先，公积金贷款资金回
笼慢。“住房公积金贷款流程
较为复杂，放款周期比较长。”
多位楼盘营销负责人透露，对
于开发商来说，回款率是其考
核的刚性指标。急需回笼周转
资金的开发商认为公积金贷
款流程繁琐、回款太慢，更愿
意购房者付全款或使用商业
贷款，以尽快回笼资金。
其次，新房销售量少，开
发商为资金快速回笼， 首先
选择支付全款的客户。
中原地产研究数据显示，
10月份，上海仅有1个新项目
“一线城市
入市，创历史新低。
楼市全款买房的客户比例预
计只有20%左右，但开发商在
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肯定优先
选择全款客户。” 上海一家房
企负责人表示。
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
师张旭锋表示， 开发商拒绝
公积金贷款， 主要原因是程
序较为复杂，放款时间长、提
成少。
■据新华社

比拼拆解技能 宣传环保理念
11月14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总工会举行家电拆解技能竞赛，56名技术工人在电视机拆解、洗衣机拆解
等项目上展开角逐。竞赛旨在促进家电拆解行业技术交流，助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发展，宣传环保理念。这
是当天选手参加电视机拆解项目比赛。
新华社 图

观察

业内人士建议
提高相关审批效率
早在2014年10月， 住建部联
合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
布 《关于发展住房公积金个人住
房贷款业务的通知》，其中第七条
明确规定：“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
拒绝缴存职工使用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房。”
据悉， 针对拒绝公积金贷款
的情况， 多地近期已经出台相关
政策， 纠正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
阻挠和拒绝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
的行为。
武汉市房管局9月23日下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商品房预售管
理规范销售行为的通知》，开发商
不得区别对待全款和贷款购房，
不得拒绝公积金贷款购房。 违反
规定的开发商， 将面临暂停项目
网上签约和预售资金监管账户资
金拨付等严厉处罚。
南宁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近
日下发文件， 要求房地产开发企
业预售或者现售商品房时， 不得
阻挠或者拒绝购房人选择住房公
积金贷款。若开发商违反规定，则
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暂停其新
项目的建设开发审批手续。
此外， 长沙查处11家拒绝公
积金贷款的楼盘；成都近日规定，
已 取得 预 售许 可的 商 品住 房 项
目， 房地产开发单位应当在取得
预售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向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出住房公积金
贷款项目合作申请， 建立贷款合
作关系； 对于选择住房公积金贷
款购房的购房人， 不得拒绝其购
房， 也不得以任何形式增加限制
条件或附加条件。

最高法院对公益诉讼审判工作提出新要求

审理公益诉讼案
要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
最高人民法院14日在京
召开视频会议， 对全国法院
推进检察公益诉讼审判工作
提出要求， 强调要准确把握
检察公益诉讼特点， 创新审
判方式方法，完善工作制度，
保障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依法
公正审理。
据 了 解 ，2015 年 7 月 至
2017年9月，全国法院共受理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一审
案件831件， 审结455件。其
中， 行政公益诉讼645件，审
结362件。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
必新在会议上指出， 要准确
认识检察公益诉讼范围的特
定性， 在法定范围内审理检
察公益诉讼案件， 条件成熟
时， 再逐步研究扩展到其他
领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充
分认识检察公益诉讼功能的
督促性特点， 通过司法审判
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及

时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
利益。 正确认识检察公益诉
讼中裁判执行的高难度性特
点，贯彻修复性司法理念，确
保案件裁判执行到位。
江必新还表示， 要处理
好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
和个人利益的关系， 准确界
定利益保障范围和限度，充
分关切各方当事人的合理诉
求， 妥善处理利益冲突和价
值选择问题。要处理好发展、
稳定与公共利益保护的关
系，贯彻保护优先原则，协调
推进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畅通诉讼渠道，依法化解
社会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稳
定。 要处理好依法独立公正
行使审判权与公众参与的关
系，充分尊重公众知情权、参
与权和监督权， 依法保障社
会组织提起和参与公益诉讼
的权利， 构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格局。
■据新华社

中国工程院停止孟伟院士资格
14日，中国工程院第六
届主席团根据《中国工程院
章 程》和 补 充 修 订 的《中 国
工程院院士违背科学道德
行 为 处 理 办 法》 等 相 关 规
定，决定停止孟伟中国工程
院院士资格。
孟伟，1956年出生，流域
水污染控制与水环境管理专
家，200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

院院士。驻环境保护部纪检组
近日发布消息：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原院长孟伟涉嫌严重违
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据悉，中国工程院近年来
先后停止了李宁、 周国泰、孟
伟等人院士资格。
■据新华社

14日在武汉举行的京东方
2017全球创新伙伴大会上，京
东方科技集团董事长王东升表
示，历经2年的紧张建设，该公
司自主建设的全球最高世代
线——
—合肥10.5代薄膜晶体管
液晶显示器件生产线将于下月
点火量产。届时，将开启显示领
域全新里程碑， 引领全球进入
大尺寸8K超高清新时代。
据了解，2015年底，投资约
400亿元，京东方集团在安徽合
肥动工开建全球世代最高的第
10.5代TFT-LCD生产线，主要
生产65英寸以上大尺寸超高清
液晶显示屏，设计产能为每月9
万片玻璃基板， 玻璃基板尺寸
为3370×2940mm。
业内人士表示， 这条生产
线整体设备的自动化和智能化
水平及采用的核心工艺技术均
达到业界最高水平。

不洗衣服将成为可能
香港大学14日宣布，该校
研究人员研发出崭新的防水及
防油物料，能应用于衣物、厨具
和军事等方面。在技术上，这一
物料使得不洗衣服成为可能。
这项研究由港大工程学
院 机 械工 程系 教 授王 立秋 带
领。研究人 员 制造 出“互 连 疏
液结构” 的防水防油物料，只
要将它覆盖于纺织品、 金属、
玻璃等表面上，便能达到防油
防水的效果。
有关研究文章已于 《自然
通讯》发表。目前，港大已经就
这项研发申请了专利， 预计未
来2年至3年能应用在日常用
品上。

“深海勇士”号潜水器
完成建造入级检验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七〇二研究所13日完成了对我
国自 主研 发的 4500米 载人 潜
水器“深海勇士”号海试后的拆
检， 并通过中国船级社建造入
级检验的相关要求。 检验结果
表明“深海勇士”号结构设备状
态良好，设计合理，安全可靠，
中国船级社近期将签发入级证
书，正式交付使用。
负责此次检验的中国船级
社上海分社建造海工处高级验
船师唐磊平介绍说，“将要签发
的入级证书是今后‘深海勇士’
号参加保险、国际合作、科考的
官方证明。打个比方，就是车辆
的检验合格证， 后续船级社将
对‘深海勇士’号每年进行一次
年度检验， 五年一次特别检
验。”
■均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