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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取消公积金异地贷款户籍限制

外地缴存在济贷款不用找人担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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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泰安壹粉
王先生（化姓）向齐鲁
晚报·齐鲁壹点反映
称，2021年12月20日，
他花费1000元在济南
市天桥区二环北路一
家犬舍购买了一只柯
基犬，没想到小狗到
家第二天就开始呕
吐，检查后发现小狗
染病，很快就死亡了。
王先生欲找卖家讨说
法，却发现自己已被
对方“拉黑”了。

王先生家住在泰
安，2021年8月，他在某
二手平台上看到了济
南一则出售小狗的广
告，便添加了发布者
的微信。12月中旬，朋
友表示想买一只柯基
犬，王先生便想到了
之前添加的那个人。
由于自己和朋友太
忙，没时间来济南挑
选，也因为过于信任
该卖家，便通过视频
进行了挑选。

挑选好小狗后，
王先生询问卖家如果
小狗检查出感染细小
病毒、犬瘟等疾病会
不会包退或包换，卖
家闪烁其词，没有正
面回复这个问题。“我
当时也没多想，看了
小狗挺满意，就直接
转了500元定金。”王先
生说，他本想让卖家找辆顺风车把小
狗送到泰安，卖家答应后却给他发了
客运。

王先生说，收到小狗后他就感觉
狗的状态不太好，第二天小狗连续呕
吐并且吐出了虫子，他赶紧带小狗去
宠物医院做了检查，发现小狗感染了
细小病毒。

王先生立刻联系了卖家，但卖家
却说和他没关系了，让王先生自己买
药给小狗治疗。由于小狗病得太重，
还没等到第三天就死亡了。

“我找卖家协商，他一开始承诺
赔偿我一半的钱，但第二天又说赔偿
200元，再后来直接把我拉黑了。”王
先生气愤地说。

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地址，2021年
12月29日上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
者来到天桥区二环北路附近，找到了
王先生所说的涉事犬舍。不过，犬舍
负责人表示，与王先生聊天的微信号
不是他的，他也从来没有将狗卖给过
外地的顾客。

“我家店的地址很多人知道，可
能是别人冒用了。”犬舍负责人说，也
有可能是有人在他这买狗后又转卖
了出去。

对于犬舍负责人的回应，王先生
并不认可。“不知道只是这只小狗有
问题，还是这家店就靠这种狗赚钱，
我希望能为自己和这些小狗讨个公
道。”王先生表示，目前他已经整理了
所有的聊天记录和其他证据，准备起
诉卖家。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李培乐

网友吐槽
现场和宣传的
差别太大了

由于短视频平台强大的分发
能力，成就了无数网红打卡地，大
家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去“打卡”。

2021年12月25日，网友“兔子
女士”发了一段济南黄河公园冰
雪大世界的视频，展示了自己去
公园打卡的情况，但题目却是“被
骗来了”。

从展示的情景看，当时的黄
河公园冰雪大世界雪量不大。因
此，该视频引发了不少的关注。截
至2022年1月2日，有227条评论，
332次转载。有不少网友直接表
示，“我本来打算带孩子去，看完
你的视频，还是不去了。”“已经去
过了，不到半小时就出来了。很
小，之前是游泳的地方，现在冬天
了，又滑雪了。”网友“别再掉头发

了”直接说，“幸亏还没去，那‘卖
家秀’是咋拍出来的？”

不过，平台上有个自称是该
公园工作人员的人也进行了回
应：“场地还没造好雪，原价40元
收你10元一天，还想要多专业的
设备?”对此，“兔子女士”回应，

“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权利发表自
己的观点，门票多少是一回事，
和推广的不一样就是另一回事
了。”

的确，在短视频平台上，2021
年12月12日有一个济南黄河公园
冰雪大世界的推广：“黄河冰雪大
世界，单人票19 .9元，超值双人票
29 . 9元……”上面精美的图片和
“兔子女士”拍的现场差别确实不
小。

记者探访
假期人气很旺
租设备排起长队

为了一探究竟，齐鲁晚报·
齐鲁壹点记者在元旦当天，赶到
了位于二环北路和济泺路交叉

口北侧的黄河公园冰雪大世界。
此时，不少学生和带孩子的家长
与记者一样，拾级而上直奔公
园。

公园门口人声鼎沸，各种声
音交织着。在售票窗口，工作人员
正紧张忙碌着，进口的检票处更
是忙得不可开交。由于入口出口
是一个通道，加上门口一侧还有
排长队租设备的游客，入口处显
得非常拥挤。

在公园里面，吊桥、滑道和原
来泳池的池底，都有不少市民正
在玩雪。记者看到，雪量明显增大
了，比市民前几天发视频时的样
子明显好了很多。正在玩雪的游
客欢声笑语不断，很多小朋友也
玩得很开心。据公园出入口工作
人员称，由于是元旦假期，公园人
气很旺。

在公园出口，一对母子正在
往外走，小男孩一直嚷嚷着要给

“差评”。记者与其交流，孩子妈妈
表示：“与想象的差距很大。我们
是看了一个亲子类公众号的推广
来的，结果现场就是吊桥、滑道，

租设备一个多小时还租不上，我
们就提前出来了。”

景区人说
以这里的票价
怎能和滑雪场比

据介绍，该公园的票价在现
场购买的话是40元一人，月票99
元一人，季卡138元一人。一人一
票，无免票人群。

在售票窗口和入口处，记者
看到了一则声明：黄河公园冰雪
大世界为亲子戏雪乐园，不是滑
雪场，一人一票通玩，包含尖叫大
滑道、雪地转转、雪地碰碰球、雪
地足球、网红桥和打雪仗。不含雪
圈10元/小时、雪地摩托20元/次。

一名检票的景区工作人员对
记者表示，这里夏天是水上世界，
冬天就改造成戏雪的场地。对于
网上有人指出“卖家秀”的问题，
该工作人员说：“我们也有声明，
这里是亲子戏雪乐园，不是滑雪
场。滑雪场什么价格，我们这边什
么价格？”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杰

2021年最后一天，济南住房
公积金中心公布《关于取消住房
公积金异地贷款户籍限制的通
知》。根据《通知》，自2022年1月1
日起，济南市对异地住房公积金
贷款（在其他城市缴存公积金，
在济南购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
款）的，在审批贷款资料时，取消
户籍限制。

济南为何取消住房公积金
异地贷款户籍限制？将带来哪些
改变？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带您一起了解。

“这下省事了，不用再找担
保人了。”元旦假期，得知济南住
房公积金审批贷款资料取消户
籍限制一事，市民张华（化名）很
高兴。

张华在中铁二十一局下属
一家工程公司工作，户籍、公积
金单位缴存地都在重庆，“以前
是随着工程全国各地跑，从2009
年开始，就常驻济南。”

在济南呆久了，张华便萌生
了买房的想法。2021年11月，他
去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询问得
知，像自己这样的非济南户籍职
工在济南办理公积金贷款时，有
一定的“门槛”——— 须符合担保
人、参贷人或共同还款人是济南
户籍这一要求。

据悉，针对像张华这样在外
地缴存公积金、又符合济南限购
政策的市民，济南住房公积金中

心早在2014年便开始提供相关
的公积金异地贷款服务。但与此
同时，济南也作出明确规定：省
外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济
南行政区域内申请公积金贷款，
应具有济南市户籍；省内异地缴
存住房公积金、非济南户籍职工
在济南行政区域内申请公积金
贷款，应追加一名济南市户籍的
担保人或共同还款人。

“跟人家非亲非故，如何说
服当地朋友做担保人？如何消除
担保人或者参贷人员的顾虑？”
户籍限制取消前，这是困扰张华
等不少外地职工的共性问题。

“我们此次取消户籍限制，
进一步优化了异地贷款的服务
流程。”济南住房公积金中心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发放异地贷款
数量更是持续增长。2019年，发
放异地贷款2106笔93831 . 7万
元；2020年，发放异地贷款3090
笔134012 . 4万元。

“今后，异地缴存职工在济
南申请公积金贷款可以享受本
地缴存职工同等的贷款权益。”
上述负责人表示，户籍限制的
取消，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异
地贷款的效率，提高市民满意
度。

“其实与‘跨省通办’等服务
项目类似，该政策的制定主要还
是政府部门从优化政务服务流
程、加强区域协同发展层面所作
的改进与调整。”针对济南取消
住房公积金异地贷款户籍限制

一事，相关业内人士说。
同时，业内人士提醒，取消

户籍限制并不代表市民就获得
了相关城市的购房资格。取消户
籍限制后，购房者要跨区域使用
公积金，首先必须在所在城市拥
有购房资格。

对此，济南住房公积金中
心相关负责人也强调，济南异

地住房公积金贷款资料审批取
消户籍限制，但非济南户籍职
工办理公积金异地贷款仍须符
合济南市本地限购政策、《济南
市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
法》等一系列政策管理要求。

“比如其缴存时间、还款能力测
算、贷款额度等贷款条件要求
并未放松”。

济南取消公积金异地贷款
户籍限制，便利了非济南户籍
市民在济南安家落户，顺应了
人才等要素有序自由流动的趋
势。作为城市间公积金“互认互
贷”的必要性措施，济南此举在
全国范围内并不鲜见。

何谓公积金“互认互贷”？
即企业职工在一个城市缴存住
房公积金，当其被调到外地工
作或户口外迁，需要在外地进
行购房时，其在该城市缴存的
公积金可以完全随着新工作地
或新户籍地走，不会因为地点
变化而让在前城市缴纳的公积
金无法使用，实现“缴存不间
断，缴存金额一并算”。

记者梳理发现，2021年下
半年以来，已有超过35个城市
推进了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合
作机制。

如，2021年12月3日《武汉
城市圈住房公积金同城化发展
3年行动方案及2021年工作要
点》，武汉城市圈内9城将实现
公积金互认互贷。2021年11月
30日，湖南省株洲市与江西省
萍乡、吉安、宜春三市签订了相
关协议，四地将实现公积金互
认互贷……

济南也未“落后”。2021年
12月3日，济南、太原、呼和浩
特、郑州、西安、兰州、西宁、银
川等沿黄八个省会城市公积金
中心召开黄河流域住房公积金
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会议。会
上提出，八市将探索建立公积
金贷款互认互贷机制，实现城
市间全国住房公积金数据信息
互认……确保申请异地贷款的
职工与所在地贷款职工享有同
等权益。

葛相关链接

公积金“互认互贷”全国多地在推

打卡“冰雪大世界”，直称遭遇“卖家秀”
公园回复：这里是亲子乐园，不是滑雪场

位于济南二环北路
和济泺路交叉口附近的
黄河公园冰雪大世界，
在元旦假期迎来客流高
峰，租赁设备的游客更
是排起了长队。可是，有
的游客在打卡之后直摇
头，“宣传得太好了，我
们遭遇了‘卖家秀’。”

元旦当天，济南黄

河公园里的“冰雪大世界”

人气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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