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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为确保您和他人的健康，请您：

自觉佩戴口罩。

配合现场工作人员测量体温。

避免扎堆在人流较多的展位。

如您出现发热、咳嗽、乏力 等疑似症状，请您自觉居家隔离，并上报防疫部门马上就医。

对体温异常者，谢绝入场。

谢谢您的配合！



前

言

习总书记说过：“要择天下英才而用之，实施更加

积极的创新人才引进政策”。衡阳市委、市政府积极贯

彻落实中央和湖南省的政策精神，一直努力为人才做好

团结、引领、服务工作，真诚关心人才、爱护人才。把

衡阳建设成为湘南区域性中心城市、最美地级市，人才

是“第一资源、第一资本、第一推动力”。

在20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市房地产

业协会组织衡阳市城区30多家主力品牌房地产企业，携

其旗下40多个楼盘，提供约1400套特惠房源，举办

“2020春季人才安居专场房交会”，向在抗击新冠疫情

中默默奉献的医护人员，以及为衡阳社会经济稳定健康

发展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教师、大中型企业技术骨干、进

城人员等人群致以节日的敬意，助力他们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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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展会简介

时间:4月30日—5月3日

地点:衡州大道万达广场

主办单位：衡阳市房地产业协会

媒体支持：衡阳日报社

衡阳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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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州大道万达广场

位于衡阳市蒸湘区幸福

路13号，乘坐公交 113 、

148、156 、163路可到

达。

自驾可在手机地图类

app中搜索万达广场(衡

阳店)导航到达。

如遇节假日人流量大，

请遵守现场交警和工作

人员的指挥，有序停放

车辆。

二、交通提示



三、特惠购房对象及条件

大中专院校、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

（须提供教师资格证）

各大医疗机构、防疫单位

医生、护士

（须提供医师、护士证）

大中型企业

技术骨干

（须提供本科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职称）

进城人员

（须提供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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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特惠购房三级优惠政策

第一级

进城人员

第二级

教师、

医护人员、

企业技术骨干

第三级

教师、

医护人员、

企业技术骨干

组团10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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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特惠房源数量及三级特惠政策（一）

楼盘名称 房源类型
特惠
房源
套数

三级特惠政策

一级：
进城人员

二级：
教师、医护、
技术人才单购

三级：
教师、医护、
技术人才团购

中房·美丽白沙 高层住宅 20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单价优惠500元/㎡

国贸前海湾 高层住宅 30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m2 单价优惠500元/m2

高新未来城文创谷创客谷 高层住宅 30 单价优惠100元/㎡ 单价优惠150元/㎡ 单价优惠200元/㎡

雁栖湖·耀江花园
6层电梯洋房、别

墅
20 单价优惠1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奥莱祥生府 高层住宅 30 单价优惠1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九里晴川 高层住宅 20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单价优惠350元/㎡

美的云熙府 高层住宅 25 总价优惠1万元/套 单价优惠300元/㎡ 单价优惠400元/㎡

美的白鹭湾 高层住宅 25 总价优惠1万元/套 单价优惠300元/㎡ 单价优惠400元/㎡

美的梧桐庄园 高层住宅 20 总价优惠1万元/套 单价优惠300元/㎡ 单价优惠400元/㎡

美的金科檀樾 高层住宅 20 总价优惠1万元/套 单价优惠300元/㎡ 单价优惠400元/㎡

金湘国际城 高层住宅 10 总价优惠1万元/套 总价优惠2万元/套 总价优惠4万元/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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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房源数量及三级优惠政策（二）

楼盘名称 房源类型 特惠房
源套数

特惠政策

一级：
进城人员

二级：
教师、医护、
技术人才单购

三级：
教师、医护、
技术人才团购

佳源·罗马都市 高层住宅 30 总价优惠6000元/套 总价优惠8000元/套 总价优惠1万元/套

银泰红城六至八期 高层住宅 80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400元/㎡ 单价优惠500元/㎡

银泰红城.银泰城 高层住宅 20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400元/㎡ 单价优惠500元/㎡

星美CC PARK 高层住宅 10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金钟定王台 高层住宅 50 单价优惠1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金钟武广新城 高层住宅 50 单价优惠1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融冠乐城 高层住宅 50 总价优惠3000元 总价优惠5000元

团购数达到10套，
享受总房款1%优惠，
团购数达到30套，
享受总房款2%优惠

万恒樾府 多层电梯洋房 15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单价优惠500元/㎡

万和城

87平住宅式公寓 25 总价优惠3万/套 总价优惠4万/套 总价优惠4万/套

64平住宅式公寓 5 总价优惠2万/套 总价优惠3万/套 总价优惠3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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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房源数量及三级特惠政策（三）

楼盘
名称

房源
类型

特惠
房源
套数

特惠政策

一级：
进城人员

二级：
教师、医护、
技术人才单购

三级：
教师、医护、
技术人才团购

珠江愉景翠园 高层住宅 30 单价优惠1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珠江帝景山庄
住宅 50 单价优惠300元/㎡ 单价优惠400元/㎡

单价优惠500元/㎡或送价值63000
元负2层标准型车位1个

loft公寓 20 单价优惠300元/㎡ 单价优惠400元/㎡ 单价优惠500元/㎡

珠江桃李江南 别墅 10

套总价400万以下优惠
10万/套

套总价400万以上优惠
20万/套

套总价400万以下
优惠15万/套

套总价400万以上
优惠25万/套

套总价400万以下
优惠20万/套

套总价400万以上
优惠30万/套

珠江愉景豪庭 高层住宅 50
优惠价6088元/㎡
（含车位1个）

优惠价6088元/㎡
（含车位1个）

优惠价6088元/㎡
（含车位1个）

雅士林欣城

高层住宅 20 总价优惠10000元/套 总价优惠10000元/套
单位5人拼团优惠350元/㎡，

10人拼团优惠400元/㎡

多层电梯洋房 10 总价优惠20000元/套 总价优惠20000元/套
单位5人拼团优惠400元/㎡，

10人拼团优惠500元/㎡

商铺 10 单价优惠3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单位2人拼团优惠平均6000元/㎡

中建和城壹品 高层住宅 30 总价优惠5000元/套 享受总房款1%优惠 享受总房款2%优惠

绿地衡阳城际
空间站

高层住宅 50 单价优惠1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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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房源数量及三级特惠政策（四）

楼盘名称 房源
类型

特惠房
源
套数

特惠政策

一级：
进城人员

二级：
教师、医护、
技术人才单购

三级：
教师、医护、
技术人才团购

华耀碧桂园十里江湾誉峯 住宅 100 团购单位买房送车位一个（公寓不参与活动）

碧桂园·衡中心 住宅 100 团购单位买房送车位一个（公寓不参与活动）

碧桂园酃湖世家 住宅 50 团购单位买房送车位一个

碧桂园衡州盛世 住宅 50 团购单位买房送车位一个

碧桂园华新时代 住宅 50 团购单位买房送车位一个

碧桂园盛棠 住宅 50 团购单位买房送车位一个

博达·晴天悦 高层住宅 8 总价优惠6000元/套 总价优惠6000元/套 总价优惠1.2万元/套

博达·新桂城
板式小高
层

30 总价优惠5000元/套 总价优惠5000元/套 总价优惠5000元再99折

锦绣贤苑 住宅 10 单价优惠1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红湘大第 高层住宅 11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生态天宸 高层 10 单价优惠1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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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惠房源数量及三级特惠政策（五）

楼盘名
称

房源类型 特惠房
源套数

特惠政策

一级：
进城人员

二级：
教师、医护、
技术人才单购

三级：
教师、医护、
技术人才团购

山水天城 高层住宅 30 总价优惠5000元/套 总价优惠5000元/套 总价优惠1万元/套

北建理想城 高层住宅 10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400元/㎡ 单价优惠500元/㎡

阳光金城 高层住宅 50 单价优惠100元/㎡ 单价优惠150元/㎡ 单价优惠200元/㎡

万阳·和府 住宅 30 享受总房款1%优惠 享受总房款1%优惠 享受总房款2%优惠

华瑞园 住宅 10 总价优惠5000元/套 总价优惠5000元/套 总价优惠1万元/套

海通衡州府 高层住宅 48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200元/㎡ 单价优惠260元/㎡

天嘉天樾 高层住宅 10 总价优惠5000元/套 总价优惠5000元/套 享受总房款1%优惠

御笔华章 高层住宅 10 额外优惠5000元/套 额外优惠5000元/套 额外优惠10000元/套

沐林·当代郡 高层住宅 10 享受总房款1%优惠 享受总房款1%优惠 享受总房款2%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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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特惠房团购规则

• 2020春季衡阳人才安居专场房交会上各参展楼盘提

供的特惠政策，与政府部门出台的文件中的购房补贴

政策不相冲突。

• 2020春季衡阳人才安居专场房交会各参展楼盘的特

惠房源限时（房交会4天内）限量（前表标明的数量）

供应，每人限购一套，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凡在2020春季衡阳人才安居专场房交会上购买的

特惠房三年内不允许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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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惠房单独购买流程

选房谈价
符合优惠条件的市民到参展且有政策优惠的楼盘看房选房，选中
后与商家谈价。

出示证明
市民与商家谈妥价格后，可向商家出示非城区户口（身份证）、
教师证、医师证、职称证、本科文凭等相关证件，并享受相应级
别优惠。

签约备案
市民与商家就特惠后的最终成交价格签订认购协议书。商家持认
购协议书或网签合同向市房地产业协会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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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特惠房团购操作流程

报名申购

意向参加团购的市民向所在单位申请并填报《房交会团购资格审核表》，单位党政办（办公室、
工会）审核并盖章，汇总送市房协审核。（《房交会团购资格审核表》可在衡阳住宅与房地产信
息网www.0734fdc.cn下载，或到所在单位领取。）

审核发卡

市房地产业协会对报名申购的单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向审核通过的市民发放“2020春季衡阳人
才安居专场房交会特惠购房卡”。

选房谈价

领卡市民到参展楼盘看房选房，选中后与商家谈价。

示卡签约

市民与商家谈妥价格后，可向商家出示“房交会特惠购房卡”和《房交会团购资格审核表》，享
受团购优惠并签订认购协议书或网签合同。

备 案

商家持认购协议书或网签合同向市房地产业协会登记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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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房交会团购优惠卡说明

“2020春季衡阳人才安

居专场房交会团购优惠卡”

仅向参加单位团购的人员发

放，且须与《房交会团购资

格审核表》合并使用。

“2020春季衡阳人才安

居专场房交会团购优惠卡”

仅限在4月30日至5月3日在

2020春季衡阳人才安居专

场房交会期间使用，过期作

废。

由于各参展楼盘提供的

特惠房源数量有限“2020

春季衡阳人才安居专场房交

会团购优惠卡”不保证在特

定的楼盘买到特定的房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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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衡十七条”关于购房契税补贴及人才购房补贴的有关
政策

• 衡阳市住建局等十部门出台《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政策》（衡建联[2019]1号，以

下简称“衡十七条”）

• 一、实行购房补贴。对购买新建商品房（含住宅和非住宅，非住宅不含车位、车库、杂物间）和存量

住房，签订网签协议并缴纳契税，所缴契税税率为1%的，由市财政按所缴契税税率为1.5%的，由市财

政按所交契税的2/3对购房人予以补贴；所缴契税税率为2%以上（含2%）的，由市财政按所交契税的

50%对购房人予以补贴。所交契税对购房人予以全额补贴；新建商品房项目地下车位首次出售的，由市

财政按1000元/个的标准对购买人予以补贴。

• 二、扩大人才购房补贴对象范围。《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试行）》（衡发

〔2018〕9号）出台以来，市直非参公事业单位、市委党校以及在衡阳市中心城区登记注册、办理社保

手续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从衡阳市行政区域外全职引进的青年人才和高层次人才（55岁以下）；驻

衡本科院校及附属医院从衡阳市行政区域外全职引进的博士生、高层次人才（55岁以下）；驻衡专科

院校和衡阳技师学院从衡阳市行政区域外全职引进的高级技师、硕士研究生、博士生、高层次人才

（55岁以下），在衡阳市行政区域内购买首套商品住房，按照《衡阳市人才购房补贴实施办法（试

行）》（衡人才办通[2018]5号）的规定给予购房补贴，其中，非“双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生一次性

购房补贴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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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十七条”购房契税补贴申报流程

购房契税补贴申报

• 一、购房补贴申请条件：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购买新建商品房（含住宅和非住宅，

非住宅不含车位、车库、杂物间）和存量住房，已缴纳契税并办理网签合同备案手续的；购买新建

商品房项目首次出售的地下车位，已缴纳契税并办理网签合同备案手续的。

• 二、购房补贴标准：1、所缴契税税率为1%的，由市财政按所交契税对购房人予以全额补贴； 2、所

缴契税税率为1.5%的，由市财政按所交契税的2/3对购房人予以补贴； 3、所缴契税税率为2%以上

（含2%）的，由市财政按所交契税的50%对购房人予以补贴； 4、新建商品房项目地下车位首次出

售的，由市财政按1000元/个的标准对购房人予以补贴。

• 三、购房补贴办理程序：（一）提交资料 1、衡阳市购房补贴申请表（网上下载，网址：衡阳市党

政门户网//www.hengyang.gov.cn/，衡阳房产交易服务网www.hyfc365.com）； 2、申请人身份证复印

件（核原件）； 3、网签备案合同（复印件）； 4、纳税凭证复印件（核原件）； 5、购房人银行卡。

（二）申报时间 2020年全年受理，即时办理；具体办理时间可延续至2021年1月31日。 （三）受理

部门及地点 衡阳市住房保障服务中心负责受理购房补贴申请。 地址：衡阳市蒸湘区华新大道17号，

衡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E区17号窗口（市住保中心窗口）。（四）政策咨询联系电话：896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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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衡阳市高层次人才引进实施办法（试行）》人才
购房补贴的有关政策

人才购房补贴条件及要求

• （一）2018年4月3日以后，在衡阳市行政区域内购买的首套商品住房；

• （二）补贴对象承诺在《衡阳市青年人才集中引进实施办法（试行）》、《衡阳市高层次人才引

进实施办法（试行）》适用范围的单位中保证连续最低工作服务年限，其中：高层次人才不少于5

年，青年人才和高级技师不少于3年。服务时间自签订劳动服务合同（或聘用协议）生效之日起算，

新培育的高级技师服务时间自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证之日起算；

• （三）夫妻双方同时符合补贴对象条件的，可分别享受补贴。

人才购房补贴标准

• （一）B、C、D、E类高层次人才分别一次性给予100万元、70万元、50万元、20万元购房补贴；

• （二）博士研究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双一流”范围内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分别一次性给予10

万元、7万元、5万元购房补贴；

• （三）高级技师一次性给予5万元购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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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购房补贴申请具体程序

• （一）申请。补贴对象按照其单位隶属关系或税务登记地，向对应的市、县（市）、南岳区人才服务
窗口提出申请，并提供以下资料：

• 1、《衡阳市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可在衡阳房产交易服务网www.hyfc365.com下载）。

• 2、补贴对象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 3、不动产权证书原件及复印件；无不动产权证书的，须提供住建（房产）部门已备案的房屋买卖合同
和税务部门的纳税凭证原件及复印件。

• 4、由受托人代办的，须提供受托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和经公证机构公证的书面委托书原件。

• 5、高级技师须提供高级技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以及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原件及复印件。

• （二）初审。人才服务窗口对申请资料进行查验和审核，在《衡阳市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上签署意
见后，将相关资料移交住建（房产）部门。

• （三）审核。住建（房产）部门对人才服务窗口移交的资料进行审核，拟定补贴对象及补贴标准，并
在衡阳房产交易服务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根据公示结果在《衡阳市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
上签署审核意见，并汇总拟享受购房补贴人员名单，填写好《衡阳市享受购房补贴人员汇总表》，一
并报送同级党委人才办。

• （四）审批。党委人才办组织财政等相关部门对住建（房产）部门报送的《衡阳市人才购房补贴申请
表》、《衡阳市享受购房补贴人员汇总表》进行审批盖章，确定补贴对象及补贴标准，将《衡阳市享
受购房补贴人员汇总表》移交财政部门，将《衡阳市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返回住建（房产）部门。
住建（房产）部门依据《衡阳市人才购房补贴申请表》锁定网签备案合同或向不动产登记机构下达住
房转让限制书面通知。

• （五）补贴拨付。财政部门依据《衡阳市享受购房补贴人员汇总表》将购房补贴资金于次月拨付至补
贴对象提供的个人账户，并将购房补贴拨付结果移交给人才服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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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委会服务事项：

如果您在房交会期间遇到以下问题请与房协工作人员联系：

政策咨询

问题投诉

哪里找到我们？

房交会期间可在现场指挥部咨询，展会结束后可以致电：0734-8296445

我们的办公地址是：衡阳市解放大道丰越大厦604室（开发区浦发银行楼上）

最后祝您早日实现安居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