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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东莞市统计局发布8月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

全市网签4627套 沙田“最热卖”

□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9 月 17 日， 东莞市统计局发布

《2019 年 8 月份东莞市新建商品住宅

网上签约销售情况》及《2019 年 8 月东

莞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说

明》。 数据显示，今年 8 月，东莞新建商

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 4627 套，销售面

积 51.67 万平方米，两者对比去年同期

均有所上涨。 其中， 沙田以网签 429

套、4.78 万平方米的成交位居榜首。

沙田销售套数及面积均居榜首

今年8月，东莞新建商品住宅网上

签约销售套数及销售面积同比、 环比

均有所上涨。 《2019年8月份东莞市

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 指

出， 2019年8月， 全市新建商品住宅

网上签约销售4627套， 销售面积51.67

万平方米。 根据东莞市统计局数据，

2019年7月， 东莞新建商品住宅网上

签约销售4448套， 销售面积50.3万平

方米； 2018年8月， 全市新建商品住

宅网上签约销售2737套， 销售面积

33.25万平方米。

由此计算得知，今年8月全市销售

套数环比上涨近4%，同比上涨约70%；

销售面积环比上涨约3%， 同比上涨近

55%。

记者了解到，8 月全市新建商品住

宅网上签约按销售套数排前 5 位的镇

街依次是：沙田、高

埗

、寮步、虎门、麻

涌； 按销售面积排前 5 位的镇街依次

是：沙田、高

埗

、寮步、虎门、大岭山。 其

中，沙田以 429 套、4.78 万平方米的成

交位居榜首。

销售均价为 20431元 /平方米

《2019 年 8 月份东莞市新建商品

住宅网上签约销售情况》指出，按照销

售面积和销售金额进行计算，8 月全市

新建商品住宅网上签约销售均价为

20431 元/平方米。 在全市 33 个镇街

（

含松山湖高新区

）中，有 13 个镇街 8

月销售均价高于全市。 这 13 个镇街分

别是莞城、东城、万江、南城、厚街、长

安、寮步、大岭山、大朗、塘厦、凤岗、谢

岗和松山湖。

此外，在全市 33 个镇街（

含松山

湖高新区

） 中， 销售均价超过 20000

元/平方米的有 13 个镇街； 销售均价

在 15000 元/平方~20000 元/平方米的

有 18 个镇街； 销售均价在 15000 元/

平方米以下的有 2 个镇街， 分别是桥

头和望牛墩。

根据市房管局提供的资料，8 月销

售均价在 20000 元/平方米以上的销

售面积占总销售面积的 46%， 均价在

15000 元/平方米~20000 元/平方米的

销售面积占总销售面积的 44%， 均价

在 15000 元/平方米以下的销售面积

占总销售面积的 10%。

东莞中原战略研究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8 月全市别墅供应 158 套，环

比大幅上涨 126%。 随着供应放量，成

交回升明显，8 月成交 216 套， 环比和

同比分别上涨 14%和 46%。

近日，记者从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

理中心获悉，《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管理条例》） 已于 9 月初发布。

《管理条例》明确，六种情形可提取公积

金。另外，单位逾期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

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

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 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的罚款。

关键词：缴存

新职工30日内应办理登记

《管理条例》明确，每个职工只能有

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 新设立的单位应

当自设立之日起 30 日内向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并

自登记之日起 20 日内，为本单位职工办

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单位录用职工的， 应当自录用之日

起 30 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

缴存登记， 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单位与职工终止

劳动关系的， 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

之日起 30 日内向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办理变更登记， 并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

账户转移或者封存手续。

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

缴存额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

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新参加

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

缴存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

当月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

例。 单位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

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额

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

金缴存比例。

缴存比例均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

月平均工资的5%。 单位应当按时、 足额

缴存住房公积金， 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

缴。 对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

位， 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

论通过， 并经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审

核， 报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批准后，

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 待单位经

济效益好转后， 再提高缴存比例或者补

缴缓缴。

关键词：提取

六种情形可提取公积金

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

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偿还购房

贷款本息的；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

比例的，职工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以提

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 职工

的继承人、 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

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无继承人也

无受遗赠人的， 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

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

益。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购买、建

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

日起 15 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准贷

款的决定。

关键词：罚则

逾期不办理最高可罚5万

《管理条例》明确，单位不办理住房

公积金缴存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

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 1

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的罚款。单位逾期不缴

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

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违反本条例规

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相关部门责令

限期改正； 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具体包括： 未按照规定设立住房公

积金专户的；未按照规定审批职工提取、

使用住房公积金的； 未按照规定使用住

房公积金增值收益的； 委托住房公积金

管理委员会指定的银行以外的机构办理

住房公积金金融业务的； 未建立职工住

房公积金明细账的； 未为缴存住房公积

金的职工发放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有对于

挪用住房公积金的， 由相关主管部门追

回挪用的住房公积金，没收违法所得；对

挪用或者批准挪用住房公积金的人民政

府负责人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相关规定，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等。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近日，东莞松山湖首个大

型商业综合体项目———东莞

松山湖万象汇正式动工。记者

获悉，该项目由华润置地和广

东嘉宏集团共同开发， 占地

4.41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35 万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这

里将成为集购物、娱乐、休闲、

餐饮于一体的一站式大型体

验购物中心。

松山湖万象汇作为松山

湖的首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项

目， 是园区在构建高水平、高

标准、高层级的城市综合服务

配套体系进程中的标杆性项

目，将对满足园区商业配套需

求、 提升松山湖整体城市品

质、树立松山湖城市地标形象

发挥重要作用。

据介绍，项目业态包含了

商业、写字楼、酒店及公寓，并

以“盒子+公园+街区”的形式

呈现。按照规划商业部分预计

2022 年 9 月开业， 写字楼、酒

店及公寓预计于 2023 年年底

交付开业。与万象汇共同建设

的，还有由嘉宏集团独立打造

的嘉宏国际大厦，高度约 200

米，将打造成集甲级写字楼和

灵动办公空间的高端商务综

合体。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通讯员 松山湖宣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日前发布

三大关键词解读公积金管理新规

松山湖首个

大型城市商业综

合体项目动工

8月部分镇街新建

商品住宅网签情况

镇街

莞城

东城

万江

南城

厚街镇

长安镇

寮步镇

大岭山镇

大朗镇

塘厦镇

凤岗镇

套数（套）

82

116

27

164

81

94

398

249

189

222

125

面积

（万平方米）

0.84

2.09

0.35

1.82

0.99

0.89

4.18

2.89

2.13

2.31

1.48

数据来源：东莞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