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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市
ZUO RI GU SHI

股

内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负

本周首个交易日，A 股走出单边上扬行情后温
和收红。上证综指录得 1％以上的涨幅并重回 3100
点上方。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市稳步放量，
合计超过5600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3092.05点小幅高开，早盘短暂
回 调 并 下 探 3090.79 点 后 稳 步 回 升 ，午 后 触 及
3137.03 点的全天高点。尾盘沪指收报 3128.25 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37.31点，涨幅为1.21％。

深证成指收盘报 10842.64 点，涨 93.74 点，涨幅
为0.87％。

沪深两市大部分个股收涨，仅 500 多只交易品
种收跌。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 50 只个
股涨停。

行业板块全线飘红，受行业数据利好带动，煤炭
板块表现抢眼，整体涨幅高达 6％以上。钢铁、券商
保险、建材等多个权重板块涨幅超过 1％。通信、汽
车、电子板块涨势相对较弱。

近期表现弱势的沪深 B 股当日随大盘双双反
弹。上证 B 指涨 2.08％至 347.03 点，深证 B 指涨
1.25％至1180.23点。

沪深两市继续放量，分别成交 2504亿元和 3135
亿元，合计超过5600亿元。

近期监管部门严控地产金融风险，令投资者
对楼市资金流向股市的预期明显增强。煤炭、钢
铁等行业去产能成绩显著，大宗商品市场走强也
对相关行业形成鼓舞。在多重利好因素推动下，
A 股现放量走升。

□ 潘清

A股放量单边上扬
沪指重回3100点上方

出售信息
东湖豪门优质房产出售：1、小区成熟,口碑良好,绿植环绕,入住率高；2、豪门中央,全明户型,138 平 3 房 3 厅 2 卫 1 厨,3

卧朝南,罕见四个观景阳台,小高层 3楼,南北通透,
精装修,拎包入住；3、商圈成熟,交通便利,毗邻万
达 、体 育 中 心, 购 物 健 身 首 选 地 ；4、QQ 号792164771,联系电话：18959135618，非诚勿扰！

宁德市医院健康体检中心搬迁公告
宁德市医院健康体检中心已经于10月15日整体搬迁到东侨院区门诊部一楼健康体

检中心。搬迁后，所有健康体检、报告领取、检后咨询等都在东侨院区健康体检中心进行。

如给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望互相转告，谢谢！

宁德市医院

2016年10月18日

本人遗失会计证，证号：352227195704270048，声明作废。
挂失人：黄蓉

2016年10月25日
福安市财政局康厝财政所遗失福建省行政事业单位收款票据 16 本，发票号码：

00848251-00848300 00848551-00848650 00875151-00875200 00875301-00875500
00368151-00368200 00368251-00368600，声明作废。

福安市财政局康厝财政所
2016年10月25日

遗失声明

惠民公积金贷款难“落地”
住房公积金作为住房保障的重要组

成部分，让缴存人员可以在购房时享受公
积金贷款等优惠。然而，在一些地方，部
分开发商以“手续繁琐”“放款太慢”导致
产生较大资金成本等理由对这一惠民政
策说“不”。一些地方监管部门表示无力
对此进行调查和处罚、公积金管理局更是
对此“装聋作哑”。

开发商拒绝公积金贷款成
公开的“潜规则”

购房者王先生在位于海口市红城湖
附近的“湖城大境”项目看中了一套房子，
然而这处由海口红城湖公园管理有限公
司负责开发的楼盘，不允许王先生使用公
积金贷款。王先生与开发商公司和公积
金管理部门多次沟通，无果。由于王先生
着急买房，最后只能忍痛选择高息的商业
贷款。

无独有偶，海口市民严先生在海口市
西海岸长怡路的紫园楼盘购买了一套房
子，开发商海南恩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和海口城投公司要求他到指定的银行办
理商业贷款，当他表示要办理住房公积金
贷款时，购房合同却拿不回来了。

据严先生介绍，今年 7 月 23 日，他缴
清商品房首付款 36．7 万多元，当时开发
商以合同需盖章、备案以及发票需走流程
为由，只给他开了一张收据。

“没想到，开发商拒绝我使用公积金

贷款，并且要我去开发商指定的银行办理
商业贷款，而且已经签好的合同直到现在
都没有给我。”严先生说，经过计算，以 15
年的贷款期限来算，使用商业贷款比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利息要多出16万多元。

记者走访发现，在不少房地产项目
处，拒绝公积金贷款强迫商贷的做法已成
为行业内的“潜规则”。从事房地产销售
的多位业内人士告知，在海口至少一半的
项目是不接受公积金贷款，尤其是不愁卖
的楼盘基本上都不接受。

而记者调查发现，开发商拒绝公积金
贷款的案例并非海口独创，而是一个较为
普遍的现象，一些地方也有消费者因为被
禁用公积金贷款导致买房困难。

多个监管部门表示无力调
查和处罚

“这是明显的霸王条款，开发商在购
房合同中并未标注要求使用商业贷款，也
没有事先声明。”严先生在事发后先后向
工商、住建等多个部门反映均无果。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看起来事实非常
明显的案例，多个监管部门均表示无力调
查和处罚。工商部门表示，只能协调处理，
他们没有办法作出处罚，工商部门执法人
员在项目现场协调无果后匆匆离场。

严先生表示，他一度“骑虎难下”，办
理公积金贷款不成，后来想退房退款也不
行。为此，记者拨打了海南恩祥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紫园项目销售的冯某的
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拨打
了该公司法人代表的电话，在确认对方身
份并自报家门之后，对方匆忙挂断电话，
没了任何回音。

政府正在大力提升公共服务能力和
水平，简化审批流程早已成为办事机构的
改革趋势，那为什么购房者提交了完整的
公积金贷款申请材料之后，需要审批长达
半年时间才能放款呢？

海南省公积金管理局作为住房公积
金使用监管及相关政策权威解释的主要
部门，记者多次试图联系该局负责人采访
未果。

海南省住建厅住房公积金监管处处
长王建宝表示，选择哪种付款方式，自主
权应该在购房者，开发商应该尊重购房者
的选择权，不能强制要求商贷。不过，现
在还没有找到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调查和
处罚开发商。

业内专家建议出台硬性规
定落实政策

房地产开发公司海南荣丰控股有限
公司营销总监刘焱表示，公积金办理手续
繁琐，放款太慢，快则三个月，慢则半年以
上，这使得很多开发商不愿意使用公积金
贷款。

多家房企负责人表示，对于房地产项
目而言，超过半年以上才能回笼资金，占

用的资金成本太高，对一些大型楼盘项目
而言，晚回款一天，损失掉一套房子也是
有可能的。如果房企通过特殊渠道融资，
估计成本会更高。更有甚者，对于现金流
紧张的企业而言，晚回款可能就意味着资
金链断裂，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公积金必须封顶后才能办理，以我
们项目为例，现在开始卖了，明年 3 月封
顶，公积金贷款需要半年时间，也就是说
现在卖一套公积金贷款的房，要明年 9 月
左右才能回款。”刘焱的说法得到多个开
发商的认同。

针对当前不少购房者遇到的困难，海
南省住建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相关负责
人建议上级部门出台措施规范房地产开
发商的行为，希望从国家、省级层面出台
相关政策对此类行为进行约束。

业内专家表示，为了真正发挥公积金
保刚需的作用，可以通过相关的硬性规定
来规范。实际上，对公积金贷款作出明确
规定有先例。2014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

《广州市房屋交易监督管理办法》规定，房
地产开发企业拒绝或者限制买受人使用
住房公积金贷款支付购房款的，由房地产
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处以 1
万元罚款。

不过，市场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处罚
力度略小，可能并不能完全起到警示并规
范市场的作用。

□ 新华社记者 王存福 代超
（新华社海口10月24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张辛
欣）工信部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24 日发布报告显示，在经济下行压力下，
企业对负担主观感受增强，56%的企业认
为当前总体负担较重，负担重的领域依次
为人工成本、融资成本、水电气土地等要
素成本。

受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
议办公室委托，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
心开展了 2016 年全国企业负担调查评价

工作，并于 24 日在工信部召开的第五届
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传周启动仪式
上发布报告。

报告显示，90%左右的企业对涉企收
费目录清单制度表示认可，认为收费依
据、收费标准和收费范围清晰易懂。但也
有企业提出，涉企收费的结果及相关资金
使用情况不够透明，建议进一步加强政务
公开。

报告称，经过多年整治，对企业乱收

费、乱摊派的现象大幅减少，90%以上的
企业反映不存在此类问题或问题不明显，
但是个别地区和领域仍存在强制服务并
收费等现象。

工信部总工程师张峰说，工信部将加
强监督检查，确保惠企减负政策落地生
根，并将进一步抓好涉企收费等清理整治
工作，组织建设完善全国涉企收费清单查
询系统、建设网上举报平台等，将服务企
业的工作推向深入。

新华社兰州10月 24日电（记者
连振祥）甘肃钢铁行业今年已压减生
铁产能 160 万吨、粗钢产能 144 万吨，
提前全面完成了年度任务，比国家计
划要求提前了3个月。

酒钢集团近期关停了榆中钢厂
一期两座 420 立方米高炉和两台 40
吨转炉，压减生铁产能 100 万吨，粗
钢产能 140 万吨。作为甘肃最大的
钢铁企业，酒钢集团的主动关停，成
为甘肃钢铁行业去产能的标志。“酒
钢集团将以关停僵尸生产线来促进
企业转型升级。”酒钢集团董事长陈
春明说。

记者从甘肃省发改委了解到，目
前甘肃钢铁行业压减生铁产能 160 万
吨、粗钢产能 144 万吨，全面完成年度
任务。其中，酒钢集团压减生铁产能
100 万吨、粗钢产能 140 万吨，金昌铁
业公司压减生铁产能 60 万吨，大昌鑫
金属公司压减粗钢产能 4 万吨。这 3
户企业具备拆除条件的已全部拆除冶
炼设备，暂不具备拆除条件的全部实
施了断水、断电和动力装置拆除并封
存冶炼设备。

今年 5 月，国家确定 2016 年—
2020年甘肃化解生铁过剩产能 160万
吨、粗钢产能174万吨，其中2016年压
减生铁产能160万吨、粗钢产能144万
吨。

目前，甘肃全省共有钢铁企业 9
户，生铁产能 1220 万吨，粗钢产能
1475万吨，钢材产能1560万吨。

10 月 24 日，
工作人员在长沙
裕湘纱厂早期建
筑群开展保护性
修缮施工。

近日，长沙
百年纱厂裕湘纱
厂早期建筑群启
动保护性修缮工
程。此次修缮按
照“整旧如旧，保
持原貌”的方针，
将对纱厂老办公
楼 进 行 结 构 加
固、地板铺装、外
墙油漆粉刷等施
工，恢复其民国
时 期 的 原 有 风
貌，预计今冬明
春作为老工业遗
址 正 式 对 外 开
放。

新华社记者
龙弘涛 摄

调查显示超五成企业认为负担较重

甘肃钢铁行业完成
年度去产能任务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记者 姜琳 吴雨）24
日，有媒体报道称，北京地区部分银行受“9·30”楼市
新政影响已暂停新增住房贷款业务，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记者从国有四大行和兴业、中信、恒丰等多家
股份制银行等了解到，目前各行的个人房贷业务均
正常开展，尚未出现停贷。

上述银行有关负责人均表示，目前个人按揭贷
款的申请、审批、放款都正常开展、没有变化。不
过，各行已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严格执行新政的
差别化信贷政策，即购买首套普通住房首付不低于
35%；为改善居住条件再次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购买二套普通自住房的，无论有无贷款记录，首
付比例均不低于 50%；购买二套非普通自住房的，
首付不低于 70%。

在贷款利率方面，各家银行均要求首付最低
执行基准利率的 0.85 倍，二套最低为基准利率的
1.1 倍。

“楼市新政后，购房交易量已经大幅萎缩，银行
收到这方面的业务请求也随之减少，不太可能自己
提高门槛，把客户拒之门外，更不可能暂停业务。”一
家国有大行个人金融业务人士表示，在个人房贷的
审批方面，则重申了过去监管部门的风控要求，在

“月供不超过每月收入的 50%等”等具体条件上加强
了审核。

上述人士说，在近期召开的有关会议中，监管部
门确实要求各银行控制个人房贷增长速度，银行也
会不折不扣执行调控政策。事实上，按照目前市场
锐减的交易量，未来一两个月银行个人房贷肯定会
降下来，但这不是银行给客户设卡，而是市场自己发
生变化导致的。

多家银行表示
未暂停个人房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