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省直公积金贷款买房须楼盘封顶？》后续

连线

随着楼市调控效果逐渐显
现， 曾经一度火爆的热点城市
土地市场不断降温。

11日，福州2017年土地拍卖
成功出让5幅市区地块， 面积
147.84亩， 拍卖起始价37.87亿
元， 最终成交价款47.34亿元，整
个土拍过程平静冷淡。12月1日，
厦门采用“限地价、竞配建”的方
式， 公开出让集美区2幅商住地
块，最终两幅地块均未达到最高
限价而成交。10月31日， 南京再
出让4幅地块，其中3幅为住宅用
地，宅地均没有触及最高限价。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 从近
期的土地拍卖市场看， 全国土
地市场的交易规模仍在， 但热
度减少。 多地土地拍卖普遍出
现溢价率下降、竞价次数减少、
难以突破最高限价的情况。

中原地产有关数据显示，
到11月， 今年一线城市住宅土
地成交额达3715亿元， 溢价率
跌至18%， 二线城市溢价率为
34%，住宅土地成交逐渐出现了
持续降温的趋势， 多个城市住
宅土地溢价率明显下滑。

■据新华社

本报12月12日讯 调控
逐渐深入，即使在惯常的“冲
刺月”，长沙土地市场仍保持
理性。今日，长沙三宗土地挂
牌出让，不过却因无人问津，
最终遭遇流拍。对此，业内人
士指出， 土地流拍或是因为
在史上最严土地出让条件
下，房企回款压力大，拿地的
意愿逐渐减弱。

三宗土地接连流拍

据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
交易系统数据显示， 位于天
心区芙蓉南路的[2017]长土
网048号地块，规划为商业用
地，最后该地陷入流拍。其出
让面积32695.46㎡， 起拍价
为36700万元。 根据规划，该
地块的项目广场须设置在轨
道交通出让口位置。目前，该
地块周边有友阿奥特莱斯、
中信广场等大型广场， 周边
楼盘有中海新城熙岸、橘郡·
礼顿山以及五矿万境蓝山等
小区。

位于长沙县开慧镇葛家
村的 [2017]网挂69号地块、
[2017]网挂70号地块，被称
为“孪生地”。其中，69号地被
规划为住宅用地， 出让面积
为67414㎡， 出让起始价为

7281万元；70号地块被规划
为文体娱乐用地， 出让面积
为14214㎡， 起始价为1365
万元，最终也以流拍结束。

开发商拿地更谨慎了

“土地流拍在长沙土地
市场是少见现象， 这也说明
开发商拿地更谨慎， 市场也
逐渐回归理性。”合富辉煌首
席分析师周明表示， 今年调
控不断升级，网签严格受限，
预售审批更为严格， 开发商
回款压力增加， 用于土拍的
资金减少。此外，这次三宗地
块位置相对较远， 而且有一
定的限制条件， 其中住宅部
分只占一定比例， 这些导致
开发商拿地意愿不足。

虽然， 今日长沙土拍市
场遇冷， 但也不足以影响年
末土拍大战的开启。 长沙市
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显
示，截至12月8日，长沙内五
区12月已有18宗经营性用地
发布公告挂牌出让， 其中岳
麓区占据9宗， 位列第一；还
包括之前备受业内关注的岳
麓区的三宗限价地， 长土网
055号、054号、053号， 限定
住房销售价格为9970元/㎡。

■记者 卜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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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财政部、 民政部下达
2017年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
金，要求按照福利彩票“扶老、助残、
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主要用于
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儿童福
利、社会公益四个方面，具体为：

（一）老年人福利方面。主要
用于新建和改扩建以服务生活困
难和失能失智老年人为主的城镇
老年社会福利机构、 城镇社区养
老服务设施、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
设施、 供养孤老优抚对象的光荣
院、 对伤病残退役军人供养终身
的优抚医院、 城乡社区为老服务
信息网络平台等。

（二）残疾人福利方面。主要

用于资助地方开展精神障碍社区
康复服务机构建设及购买服务，
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 民政直
属康复辅具机构以及其他残疾人
服务机构建设和设施设备配置。

（三）儿童福利方面。主要用
于县级儿童福利机构建设、 机构
内儿童“养治教康”项目和残疾孤
儿手术康复“明天计划”项目。

（四）社会公益方面。主要用
于社会捐助体系建设和捐赠废旧
衣物综合利用、 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中心建设和设备更新改造、殡
葬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更新改
造， 以及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项
目。 ■中彩

财政部、民政部下达
2017年用于社会福利的彩票公益金

舞阳河发源于贵州瓮安
县，流经黄平、施秉、镇远、岑
巩、玉屏等县，在湖南境内注入
沅江，最后流入洞庭湖。

上舞阳河景区，上溯游程
有约26公里。 上舞阳河水碧
山青，河湾鸳鸯谈情，林间猴
群嬉戏， 完善的生态环境蕴
含了高负氧离子， 是清心洗
肺的好去处。 下舞阳河景区
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红旗

电站大坝后， 形成的高峡平
湖。 库区平均水深为4米，最
深的地方达80米。 两岸植被
保存较好， 其秀丽的风光可
与桂林媲美。

台山景区距离施秉县城12
公里,景区面积64平方公里，分
为云台山、排云关、黑冲三大旅
游片区。以原始自然生态、天象
奇观、峡谷峰林、佛教遗址、道
教古刹等自然和人文景观为特

色。主要有樱桃湾、排云关、笔
架山、野牛洞、五指峰、印斗阁、
宝石苑、老虎背、渡云桥、周公
殿、会仙桥、徐公殿、一天花雨、
黑冲白云岩簇状峰从、 塔状孤
峰、刃状山岭、红六军团长征战
斗遗址等30余处景点； 山间珍
稀植物近400种，珍稀动物近百
种，据不完全统计，这里有动植
物1543种，因此，被誉为“植物
宝盆、动物宝库”。 经济信息

宝中旅游为您带来黔东南地区风景地介绍

本报12月12日讯 可使用
市直公积金贷款买房， 省直公积
金贷款却遭开发商拒绝。本报《用
省直公积金贷款买房须楼盘封
顶？》（12月12日A10版）见报后，陆
续收到市民投诉，称在长沙县有部
分楼盘拒绝省直公积金贷款。记者
今日走访发现，长沙县确有楼盘不
接受省直公积金贷款。对此，省直
公积金管理中心表示， 如果签订
了协议的楼盘拒绝使用省直公积
金贷款， 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接到投诉后会出面处理。

多楼盘拒省直公积金贷款

“这段时间，我专程到长沙县
看了几个楼盘， 发现这些楼盘都
拒绝省直公积金贷款。”丁先生是
湖南省直某部门一家单位的职
工， 一直向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交纳公积金， 目前公积
金账户已累积余额10万余元。

根据丁先生提供的信息，记
者来到东六路一家楼盘看到，虽
然是工作日， 在该楼盘营销中心
还是有不少人在看房子。 一名销
售顾问表示，因为买房的人多，房
屋少， 公积金选房能买到房的概
率几乎为零。 而另一名销售顾问
直白地告诉记者， 楼盘不能使用

省直公积金贷款。 记者随后来到
位于黄兴大道与人民路延长线交
会处的一楼盘， 该楼盘工作人员
介绍，住宅开盘还要一段时间，但
可以登记。 当得知记者想以省直
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时， 销售顾
问明确表示， 楼盘不接受省直公
积金贷款。

回应：签了协议不得拒绝

记者将情况反映给省直单位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
介绍，使用省直公积金贷款，楼盘
必须要与中心签订协议， 有些是
整个楼盘可使用公积金贷款，也
有些楼盘只有某几栋可使用。如
果签订了协议的楼盘拒绝使用省
直公积金贷款， 省直单位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接到投诉后会出面
处理。

“具体哪些楼盘哪些楼栋可
使用省直公积金贷款， 市民可以
到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现场查看。” 该工作人员同时表
示， 至于那些没有与中心签订协
议的楼盘， 如果已取得预售许可
证又拒绝省直公积金贷款， 市民
可向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反映，由该中心与开发商协调。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长沙县部分楼盘拒绝省直公积金贷款 省直公积金管理中心回应：

与中心签了协议的楼盘不得拒绝

长沙土地拍卖遇冷，三宗地接连流拍

热点城市土地市场“冷淡”

本报12月12日讯 今日，湖
南-芬兰农业及经贸合作推介会在
长沙举行， 芬兰驻华大使雅莫·叙
日雅拉率芬兰经贸考察团出席。本
次推介会由湖南省农委主办，北欧
湖南农业产业园与中部（国际）农
创园联合协办，省外办、省商务厅、
省贸促会等有关单位及40多家农
林业相关企业负责人参加。

推介会上举行了“欧洲茶油
定点采购基地”落地中部（国际）
农创园授牌仪式。中部（国际）农
创园董事长杨德品说， 这意味着
湖南茶油从此走进欧洲。

据湖南省林业厅总工程师桂
小杰介绍，湖南不仅是油茶大省，
还是油茶强省， 全球油茶产量
95%以上来自中国， 而中国油茶
产量近一半来自湖南， 湖南油茶
在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和科技水
平方面均居全国第一位。

中部（国际）农创园拥有11
万平方米线下体验园区， 目标是
融合中部六省农产品企业， 为其
做好线上平台共享服务， 打通大
供应链通道，为企业构建“生态农
业物联网产业链”。

■黄婷婷

湖南-�芬兰农业及经贸合作推介会在长举行
湖南茶油将飘香到欧洲

经济·热点

12月12日，记者走访发现长沙县部分楼盘不接受省直公积金贷款买房。（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