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富康实业投资 （集团）有

限公司，集团顺应行业趋势，不断提

升综合实力，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实

现企业全方位稳步健康发展， 企业

品牌价值不断提升，荣获“2019 中

国房地产综合开发专业领先品牌价

值 TOP10 城市综合运营” 和“2019

中国西部房地产公司品牌价值

TOP10” 。

贵州富康实业投资集团始建于

1993年，定位区域城市运营商，形成

了地产、文旅、商业、建工、物业五大

产业板块的运营布局。

经过 26 年的积累沉淀，富康集

团正在“营造美好生活” 的道路上

努力前行。

中天城投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凭

借优异的服务能力和品牌影响力， 荣获

“2019 中国西部物业服务领先品牌” 荣

誉。

中天物业成立于 1994 年， 系中天城

投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为全国范围内的

62 个大、中型物业项目提供着专业化、精

细化的物业服务， 管理面积逾 4000 万平

方米，是贵州省管理规模最大、涉猎业态

最丰富的专业化物业企业。

25 年用心耕耘，。 未来，中天物业将

持续用物业技术现代化、 服务标准化、业

务多元化、人才专业化的“新四化” 理念，

以卓越的服务为业主打造更为舒适、优质

的生活体验，提供经过精心打磨的中天品

质生活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温度社区。

花果园城市服务集团凭借优异的服务

能力和品牌影响力，荣登“2019 中国物业

服务专业化运营领先品牌企业” 榜单，并获

得“2019 中国物业服务特色品牌企业 - 智

慧城市服务运营商”荣誉。

花果园城市服务集团， 是贵州宏立城

集团的子公司，经过十余年的不断发展，逐

渐发展成为以物业服务、城市运营、商业运

营、生态运营、社会责任五大主营业务为核

心的现代化大型城市服务商， 服务总面积

达 2053 万平方米，主要包含花果园、山水

黔城两大项目。

未来， 花果园城市服务集团将以全球

化的视野和战略眼光， 不断总结城市运营

服务经验，创新管理模式和技术应用，建设

舒适、幸福、和谐的智慧城市样板社区。

贵州深盛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凭借

其在西部区域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在政府

楼宇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获得“2019�中

国西部物业服务领先品牌”“2019 中国物

业服务特色品牌企业———政府楼宇管理

专家”等殊荣。

成立于 2005 年的深盛佳物业， 是贵

阳高新技术开发区的第一家物业管理公

司。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深盛佳物业成为

行业中管理服务政府办公楼宇最具代表

性的物业管理服务企业之一。

未来， 深盛佳物业将围绕公建物业、

居住家园与城市空间， 通过资本加持、技

术助力，进行基础服务延伸与增值服务创

新，进一步拓展贵州及全国市场,着力将企

业赋能加速发展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深盛佳物业：

政府办公楼宇管理专家

花果园城市服务集团：

为美好生活赋能

中天物业：

成就“物业服务家”

富康集团：

提升品牌影响力

记者了解到，今年 5 月 1 日，修订后

的《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归集管理办法》、

《贵阳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

《贵阳市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管理办

法》开始实施。 随后，涉及政策上的调

整，至今有三次。 除了这次，还有另外两

次。 一次是 5月 14日下发通知，贵阳市

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由原来的 50

万元调整为在贵阳市行政区域内（含铁

路沿线）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单职工缴存

家庭 50万元、双职工缴存家庭 60 万元。

自 2019年 6月 1日起实施。

第二次是 7 月 25 日下发通知，将

本市 2019 年—2020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

存比例及缴存基数执行标准进行通知：

关于缴存比例， 本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比

例最低不得低于 5% , 最高不得高于

12%。 同一单位在同一缴存年度内只能

选定一个缴存比例， 个人缴存比例应当

与单位缴存比例一致。

关于缴存基数，（一）根据贵阳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现行本市企

业最低工资标准计算， 本市 2019 年—

2020 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下限为

1680 元，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下限为

168元。（二）根据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 贵州省统计局联合公布的

2018 年度本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标准

计算， 贵阳市 2019 年—2020 年度住房

公积金缴存基数上限为 18670 元， 住房

公积金月缴存额上限为 4480元。

业内人士分析，对于公积金缴存、贷

款等方面的政策微调是常态化的， 管理

部门会根据市民需求、楼市状况等因素，

适时调整相关政策。因此，有公积金贷款

购房计划的市民可随时关注政策情况，

合理安排自身购买计划。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商昌斌 余珉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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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解读：

9 月 9 日，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下发的《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

调整住房公积金部分贷款政策的通知》（筑公积金通字〔2019〕127 号），主要从住

房公积金贷款时间限制、 二手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年限三个方面对贷款政

策进行了调整，自 2019 年 9 月 9 日起执行。 业内人士认为，这次调整，表明了公积金

贷款将进一步支持职工购买二套改善型住房， 有利于将市场潜在的改善性需求释放

出来，促进楼市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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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一 取消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时间限制

原政策： 职工家庭结清首套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 须在结清满

一年（含一年）后，方可再次申请

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自住住

房。

新政策： 缴存职工家庭结清

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后， 即可再

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买普通

自住住房。

影响分析： 原来政策规定的

结清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后有至

少一年的等待期。 这次修改后取

消了这个等待期， 市民可以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 立即购买二套自

住房。 一般职工家庭要结清首套

住房公积金贷款至少需要 10 年

到 20 年，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随

着时代社会发展， 原有住房可能

会无法满足现实需要， 市民二次

购买改善型购房的愿望会比较强

烈。 如果再设置等待期，是没有必

要的。 市民想再次购房，公积金贷

款会立即出手帮忙。 这可能会使

公积金贷款申请人数量增加。

调整二 降低二手房住房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

原政策： 第一次使用住房公

积金贷款购买二手房的职工家

庭，套型建筑面积在 90 平方米以

内的 （含）， 首付比例不得低于

25%， 套型建筑面积在 90 平方米

以上的，首付比例不得低于 40%；

为改善居住条件第二次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购买二手房的， 首付

比例不得低于 40%。

新政策： 统一了商品房 （期

房、现房）与二手房住房公积金贷

款首付比例标准， 即缴存职工家

庭第一次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购

买二手房的职工家庭， 首付款比

例不得低于 20%； 为改善居住条

件第二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购

买二手房， 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

30%。

影响分析： 原来申请公积金

贷款， 首付比例多少按是否是二

手房以及购房面积的大小来决

定。 以建筑面积 90平方米为分界

线，是在 10 多年前，楼市调控大

背景下的一个产物。 这些年，贵阳

楼市发展迅猛， 供应的产品多样

化，户型面积在 90 平方米以上的

住宅产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特

别是对于改善型需求， 购买住宅

户型面积普遍在 90 平方米以上。

因此， 取消按户型面积决定首付

比例的规定深得人心。 统一商品

房和二手房的标准也非常及时，

增加可操作性。 同时，用公积金贷

款无论购买首套房，还是二套房，

首付比例都比原来规定的下降

10%。 这无疑进一步降低了公积金

贷款的申请门槛， 让更多的职工

有机会通过公积金贷款圆住房梦

和改善安居梦。

调整三 调整贷款年限认定标准

三大变化 支持职工改善型购房

原政策：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期限按照借款人夫妻双方中可

贷年限最长的一方计算。

新政策：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

款期限按照主贷人可贷年限进行

计算。

影响分析： 这个对职工家庭

没什么影响， 主要有利于管理部

门的审核工作。

★延伸阅读

贵阳市公积金政策今年的三次调整

2019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报告出炉———

9 月 10 日， 由中国房地产

TOP10 研究组主办的“2019 中国房

地产品牌价值研究” 成果发布会在

北京雁栖湖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

“2019 中国房地产品牌价值研究”

与 “2019 中国房地产服务品牌价值

研究” 是中国房地产 TOP10 研究组

对中国房地产行业优秀品牌企业群

体的又一次客观、公正和全面的最新

评价。

贵阳晚报成为本次发布会的区

域首发平台，在北京会场参与报道。

经过中国房地产 TOP10 研究组

评价，贵州富康实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花果园城市服务集团、中天

城投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贵州深

盛佳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获得了多项

品牌荣誉。

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研究成果

显示，2019品牌企业呈现出以下新的

特点， 首先是品牌奠定业绩增长基

石，品牌价值提升 37.13%。其次，轻资

产运营凸显品牌溢出效益，立体化延

伸拓展品牌张力。 第三，多维平台传

播品牌文化，有效提升品牌认知度与

忠诚度。 第四，形象管理加速品牌 IP

化，科技赋能品牌管理与应急机制。

中国物业服务企业研究成果显

示，2019 品牌企业呈现出以下新的

特点，首先是资本青睐助推品牌价值

创新高，房企赋能提升品牌效益。 其

次， 规模与业绩促进品牌价值提升，

品牌效应推进市场化拓展进程。 第

三，品质服务铸就品牌实力，内外兼

修提升品牌三度。 第四，加强品牌创

新与维护，“线上 + 线下” 实现品牌

高效传播。

在中国房地产销售服务企业研

究成果显示，2019 品牌企业呈现出

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深布局挖潜力

扩营收， 丰富品牌内涵提升品牌价

值。其次，积极打造高标准、全方位服

务，助力品牌三度提升。第三，业务合

作扩大品牌知名度，围绕核心品牌延

伸，发展壮大品牌力量。 聚焦客户关

系加大品牌投入，多举措传播扩大品

牌影响力。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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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多家品牌企业

榜上有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