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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建工置业营销策划
部部长周事勇认为， 公积金
新政简化了提取流程， 不再
需要审批，节约了提取成本，
同时缩短员工离职的提取时
间，“影响最大的规定， 是取
消了公积金提取的申请，流
程简化后， 为市民合法提取
公积金提供了便利。 但对房
地产市场的影响有限， 没有

涉及到购房比例、 利率和准
入原则等问题。”

“公积金缴存关系到职工
的切身利益，取消了提取业务
申请书， 可让职工少跑冤枉
路，有利于办事效率的提升。”
蓝海购腾泽公司总经理伍拼
认为， 新政简化了办事程序，
放宽了公积金的提取条件，是
重要的便民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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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长沙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
调整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的
通知》，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住
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和工作流
程。记者梳理发现，新政取消
了提取业务申请（审批）书，
规定离职后公积金封存6个
月后即可提取， 并调整因购
买、 建造自住住房等提取住
房公积金的政策， 规定已注
销房产不计入实际套数。

据悉，《通知》自6月1日
起施行， 凡以前规定与通
知规定不一致的， 按本通知
执行。

离职后，公积金账户
封存满6个月就可提取

“为简化办理流程，新政
取消了提取业务申请（审批）
书。”长沙市住房公积金中心
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提取公
积金无需再提供单位加盖公
章（财务章）的提取业务申请
（审批）书，只需携带身份证、
本人银行卡及相对应提取情
形的证明资料。 缴存在铁路
分中心的职工由专管员代为
办理提取业务的除外。

另外，《通知》 还调整了
与单位终止或解除劳动关
系，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政策。
“《通知》 取消了之前提取政
策中‘本市非农业户籍需离
职满2年才能提取， 本市农
业户籍和外地户籍离职后当
即可提取’的规定。”长沙市
住房公积金中心工作人员
介绍， 新政后放宽了条件，

不再区分农业和非农业、本地
与外地户籍。新政规定，职工
与单位终止与解除劳动关系，
均需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封
存手续6个月后才能提取；符
合住房公积金停缴满2年特殊
条件的职工，在申请办理账户
封存手续后，可提取住房公积
金账户余额。

为防止职工利用离职提取
名义套取住房公积金账户余
额，《通知》规定，离职提取后在
原单位开户的， 一年内不得以
任何形式补缴。

同一套房只能提取一次
暂停省外购房提取

对于因购买、 建造自住住
房及偿还住房贷款本息提取公
积金的政策， 新政也做出了调
整。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工
作人员解释， 职工第1套或第2
套自住住房均可申请办理此类
提取业务， 且套数认定以有效
房产状况为准， 注销房产情况
不计。此外，职工因购买、建造
自住住房已提取住房公积金超
过2次（含）以上的，不得再次以
购买、建造自住住房为由提取，
同一职工同一套住房只允许提
取一次。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中心也
提醒市民， 因目前全国未建立
统一的房产信息查询平台，异
地购房信息没有办法有效核
实，为保证资金安全，新政暂停
了购房地不在湖南省行政区域
内的异地购房提取。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黄灿
通讯员 赵洁

目前，住建部正就《住房租
赁和销售管理条例（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这是我国
首部住房租赁和销售管理法规
的征求意见稿，其中，出租人不
得单方面提高租金、 鼓励出租
人与承租人签订长期住房租赁
合同的内容， 引起了市民的强
烈关注和热议。

房屋租赁市场现状如何？
新规的出台和落地将产生什么
影响？记者在长沙进行了走访。

【租客】
盼政策落地不随意涨价

小黄2015年10月在岳麓
区桐梓坡路附近和朋友合租了
一套两室一厅， 房租每月1400
元，合同一年一签，每次合同快
到期的前一个月， 房东就来询
问是否续租， 续租的话， 要涨
价。“一个季度涨200元，否则就
收回房子。”小黄说，考虑到搬
家太麻烦， 满意的房子也不好
找，无奈之下，她只能答应房东
涨租的要求。

统计显示， 我国约有1.6亿
人在城镇租房居住，主要是外来
务工人员、 新就业大学生等。房
租说涨就涨、 一言不合就赶人、
退房时扣押金……谈起租房，
多数人表示“说起来都是泪”。

此次征求意见稿要求，住
房租赁合同中未约定调整次数
和幅度的， 出租人不得单方面
提高租金。小黄说，希望新规落
地后， 可以不用担心房东随便
涨价。

【房东】
涨租金是参考市场行情

当房东李先生提出每月租
金上涨100元时，租户小吴提出
疑问：同样的房子，周边环境不

变，房租为何上涨？李先生说
小区周边都涨了，他不过是随
行就市。

李先生所说的市场价是
网上房源标价，“每种户型、每
个小区都有详细标价，都能参
考。”至于这些标价是否准确，
李先生并不清楚，“反正大家
都这样定的。”

对于最敏感的租金支付，
《条例》 不仅提出鼓励按月支
付， 还明确房东不得擅自提高
租金。李先生是这样解读的：并
非说“房租不能涨”，而是在协
议双方“约定”的条件下涨价。
他还认为，目前，租金支付大多
为押一付三，协议是一年一签，
“按月付租， 房东多了好多事，
如果租客不交房租还要每月催
缴，无形中增加了成本。”

【中介】
应健全投诉机制

中国房价平台的数据显
示，近一个月长沙住宅房租水
平为23.87元/平方米， 同比下
跌0.74%。 记者从多个房产中
介门店了解到，4月至今，受需
求影响， 租房成交量都不高，
每月成交3到5套， 中心城区、
配套设施齐全的小区房租有
所上涨。多名房产中介告诉记
者，长沙房屋租金未来几月都
不会出现太大涨幅。

“新规对规范房屋租赁市
场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在长
沙做房产中介多年的田先生
认为，房屋租赁市场的规范难
点在于，其监管仍处于“真空”
地带，新规的出台和落地要真
正发挥作用， 关键还在执行。
相关部门应加大监管力度，健
全投诉机制，让相关规定真正
落到实处。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长沙暂停省外购房公积金提取
政策调整：离职后公积金账户封存半年可提，已注销房产不计入实际套数

住房租赁和销售新规将出台
长沙房东、租客怎么看购买住宅必须要同时购买其

车位，且车位价格比周边楼盘高出
1-2万/个……5月26日，长沙市住
建执法局通报了麓谷小镇涉嫌的
违法行为，对项目相关负责人进行
了约谈，并要求开发商主动联系业
主积极协调处理，对于不愿购买车
位的业主退还费用。

麓谷小镇（乐谷园）位于岳
麓区尖山路709号， 由湖南金尚
湖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共18
栋建筑。今年4月29日，该项目8
号栋住宅开盘，户型为88㎡及94
㎡两种。“由于8号栋核定基准价
较低，开发商要求客户需购买地
下车位才能认购。” 长沙市住建
执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截至5
月24日，8号栋已订购约180套，
其中涉嫌捆绑销售车位的房屋
达到107套。

为此，5月25日，记者特意电
话咨询了该楼盘销售人员。“现
在没有房源， 买房必须买车位，
一个车位约为6万元， 也可零利
息贷款购买。”该销售告诉记者，
一般楼盘车位配比为1:0.7，但麓
谷小镇配比为1:1， 所以价格比
周边高出1-2万/个，“如果不买
车位，购房的均价会高200元/㎡
左右，约为6700元/㎡。”

捆绑销售车位的行为合理
吗？对此，湖南三鹏律师事务所
律师何晓伟认为，房产与车位是
两个独立商品，在达成买房意向
时，应分开交易。附加车位捆绑
销售的条件，属于不正当的强制
消费，涉嫌违规销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
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
者服务的权利，有权自主决定购买
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
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何晓伟
认为，开发商捆绑销售车位和地下
室的行为明显违反了《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
垄断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向相关
部门投诉。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黄灿 通讯员 赵洁

“利用虚假身份信息，以
及虚构婚姻信息等骗提骗贷
行为，构成犯罪的，将移送公
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为加
大骗提骗贷行为打击力度，5
月26日， 长沙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在官网发布了
《住房公积金骗提骗贷行为
处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自公
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骗提”是指违反长沙住
房公积金提取规定， 以欺骗
手段提取本人或他人住房公
积金账户余额；“骗贷” 是指

违反长沙住房公积金贷款规
定， 以欺骗手段取得住房公积
金贷款， 或适用住房公积金首
套房贷款政策的。

“为保障住房公积金资金
安全， 管理中心发现疑似骗提
骗贷行为的， 应暂时留存全部
原始资料，立案调查，并告知申
请人立案事由， 暂停办理提取
或贷款业务。立案后，管理中心
应对骗提骗贷行为进行核查，
构成犯罪的， 将移送公安机关
追究刑事责任。”长沙住房公积
金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高价捆绑销售车位
麓谷小镇负责人被约谈

流程“瘦身”，提取公积金更方便了

骗提骗贷构成犯罪，将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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