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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套套房房房房贷贷利利率率将将涨涨至至77 .. 220055%%
烟台有银行接到省分行通知，房贷利率上涨为基准利率的1 . 1倍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姜
宁) 因为银行钱荒的影响，房
贷难办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从年
初的85折房贷到后来的9折房
贷，再到前段时间各家银行相继
把房贷利率调回基准水平。近
日，记者了解到，随着房贷压力
的进一步加大，烟台已有银行接
到上级行的通知，首套房房贷利
率将涨到基准利率的1 .1倍。

“省分行下来的通知，要求
在全省各个地方实行基准利率
再上浮1 . 1倍的新房贷政策，最
近也一直在开会研究，到底执

不执行、该怎么执行。”该银行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近几天收
到这一通知后，市分行领导非
常纠结，一旦执行省分行的房
贷新规，就难免成“出头鸟”，成
为舆论聚焦的对象，但是，上面
的命令又怎能不执行呢？

“最终还是根据本地情况，
变通地去执行。”知情人士表
示，“我们真的要执行这一房贷
新规，可以通过暂缓、拖延办理
那些基准利率申请，只放款给
那些肯付1 . 1倍利率的贷款者，
时间一长，来办房贷的人自然

会明白，虽然名义上基准利率
还可以办理，但是你若不给1 . 1

倍利率根本不会给你放款，或
者就算放款也要耽误你几个月
的时间。”

这样一来，在近期就会有
个别商业银行的房贷利率水平
上升到7 . 205%，如果市民到银
行贷款20万元分20年还清，需
要支付本息37 . 8万元，而如果
是6 . 55%的市场平均水平，则只
需要支付35 . 9万元。

据了解，现在在烟台的房
贷市场上，各家股份制商业银

行基本都已在首套房上实行基
准利率水平，而四大国有商业
银行除了个别银行为特殊优质
客户发放9折利率之外，基本也
都回归到了基准水平。

“按照往年的情况，每年年
底的房贷规模都会很紧张，不
过今年比较特殊，估计只要有
一家银行提高了房贷利率，各
家有了‘舆论挡箭牌’后也会大
胆跟进，毕竟现在各家银行的
额度太过有限，办理房贷的人
又比较多。”一位银行业内负责
房贷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迎战“双十一”

实体店跃跃欲试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静)

距离“双十一”还有半个多月，不
少网站已打出疯狂购物攻略。网购
狂欢日在经历了几年的发展后，已
经不仅限于网络，港城部分商家实
体店也跃跃欲试，纷纷“牵手”网
店，参加“双十一”促销活动。

2012年在“双十一”购物狂欢
节当天，淘宝及天猫191亿元的总
成交额让不少实体店商家为之震
惊。“我们与天猫合作‘双十一’活
动，主要是采用抢购提货券，然后
到店兑换的形式。”宝岛眼镜的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位于前进路的真
维斯专卖店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
采用优惠券的参与方式。青年路苏
宁电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双
十一”购物节，店里一定会有优惠
活动，“具体活动细则大概在25日
到27日出来。”

记者发现，在天猫发布参加今
年“双十一”活动的300个品牌中，
有不少港城实体门店。像真维斯、
宝岛眼镜、东风标致等，不少品牌
都是多个店面一起参加。一大型商
场工作人员也透露，“双十一”促销
申请方案已上交审核，审核通过将
安排“双十一”促销活动。

““本本土土巨巨头头””从从容容应应对对商商圈圈之之争争
升级商业综合体引进一线品牌，振华集团深耕烟台本地市场

本报记者 齐金钊

面对万达广场、中粮大
悦城等商业综合体项目的入
驻，俨然进入“大兵团作战”
的烟台商圈火药味十足。作
为本土的商业巨头，振华集
团的应对策略可谓刚柔并
济。一方面斥巨资扩建升级
振华商厦，在几大品牌商业
综合体成型前率先完成商业
综合体的改造；另一方面与
国际一线品牌合作，完成了
档次和品质的升级。

传统商场升级，“蝶变”商业综合体

在2012年之前，振华集团
旗下除了振华购物中心业态
较为丰富外，振华商厦和振华
国际广场基本上保留了原来
百货商场的格局和模式。

2012年秋天，振华商厦扩
建升级后迎来市民一阵惊叹。
作为海港路商圈上的地标性
建筑，振华商厦在过去十几年

时间里一直是烟台市民心目
中“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场所。
振华商厦全面升级后，与振华
国际广场连通，形成一个体量
超过20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
体。而近在咫尺，万达广场和
中粮大悦城等商业综合体刚
刚破土动工。

与之前那个只销售服

装鞋帽的大商场相比，焕然
一新的振华商厦已成集餐
饮、娱乐与购物于一体的场
所。“以前来振华商厦纯粹
为了购物，现在更多是休闲
娱乐。”市民陈女士说，升级
后的振华商厦有了影院、咖
啡厅和主题餐厅，这些都很
对自己的“口味”。

引进一线品牌，与外来“大鳄”争锋

作为烟台本土商业集团
中的巨头，振华集团在南大街
商圈上的几处商场早已成为
烟台消费的“风向标”。而在新
的商圈竞争中，外来的商业地
产项目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能
给人带来怎样全新的消费体
验。

“最期待万达广场能把
IMAX影院带过来，还希望有
更多的大品牌来烟台。”作为
一名收入不错的年轻白领，市
民小李期待烟台也能像一线
城市那样拥有大牌云集的商
场。

在万达、中粮等拥有丰富

商业地产运作经验的“大鳄”
进驻的同时，振华集团也加快
了与国际一线品牌合作的速
度。第一家星巴克咖啡、第一
家CGV影院、第一家GUCCI

专卖店……在连续多个“第
一”的背后，振华集团率先在
高端消费领域完成了布局。

红红极极参参大大海海阳阳专专卖卖店店盛盛大大开开业业
倾情酬宾，惊喜盛惠！

活动一：特价红极参原价
680元，活动只需280元，购买5斤
以上有礼品相送。

活动二：进店有礼，送价值
50元的红极参一份。(每天100份，
只限5天)

活动三：除特价红极参外，
购买本店任何商品都享受8折优
惠。

红极参——— 中华人民共和
国注册商标，中国著名健康海参
品牌，纯天然野生有机食品。采
用最先进的海参零添加鲜煮工
艺独家加工生产，其主要营养成
分数倍于其他加工工艺生产海
参。

冰岛红极参，生长自北大
西洋海域水下30英尺左右的海
中，地理位置靠近北极圈，海水

温度常年保持在4℃以下，冬季
表面结冰，终年人迹罕至。多年
来，冰岛人一直贯彻实行保护
海洋环境及生态平衡，加之冰
川雪山覆盖，土地周围无任何
工业及人类活动的污染。且海
水流行性大含盐量高，本身具
有杀菌作用，生长于这样环境
中 的 海 参 体 内 不 含 任 何 污 染
物，并且由于生长时间长，体内
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均远优于
黄海、渤海生长的刺参。科学研
究表明：海参的生理成熟期最
短为三年。也就是说海参体内

的营养物质和活性物质，至少
需要三年才能积累丰富，成为
食用价值高的营养品。根据冰
岛共和国的环保法律，红极参
是限制海域、限制数量捕捞的，
而且只允许捕捞十年以上参龄
的海参，它体内营养物质和活
性物质积累相当丰富，是名副
其实的老海参。

最简单的即是最安全的。红
极参采用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
零添加海参鲜煮工艺加工，其全
程在低温恒温中进行，不添加任
何添加剂，无糖，无盐，无水发，

无抗生素，无农药残留。依据药
食同源原理及阴阳五行之变化，
日食25g红极参，温补食疗，均衡
营养，可固本培元，益寿延年。

温馨提醒：消费者在购买红
极参系列产品时，请仔细检查红
极参产品的包装，如果您要购买
的产品不是精美彩色包装，是简
易包装，或者根本没有包装，此
产品必定是假冒红极参，请勿购
买。

地址：芝罘区大海阳路大润
发肯德基路东

联系电话：15965351507

金价连续波动

纸黄金受青睐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姜宁)

最近一段时间黄金价格再次出
现大幅度波动，交易量也随之有了
变化。各种投资性的黄金产品、商
业银行的纸黄金、TD黄金交易量
都有了大幅提升，金条、金饰品则
继续遇冷。

在烟台一家大型国有制商业
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经过中
秋、国庆销售旺季后，实体黄金的
销量回降。“这个月销量可能只有
40公斤左右，比起上个月的80多公
斤少了很多。”工作人员说。

“黄金价格现在在1150美元每
盎司到1450美元每盎司之间波动，
忽高忽低，市民不敢贸然出手，不
过最近一段时间纸黄金这些投资
性黄金产品购买量提高了不少。”
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金业务部
产品经理张先生说。在另一家国有
商业银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去
年全年的纸黄金交易量为1 . 6亿美
元，而今年到9月底已到了2亿美
元，今年突破2 . 5亿元基本没问题。

在多位专业人士看来，未来黄
金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会在不断震
荡中跌到1000美元每盎司左右，建
议市民在1000美元每盎司时大幅
买进，在1100美元每盎司时适时买
进。

当众多一线商业地产项目
成熟时，烟台商圈会不会爆发一
场激烈的商战？本土商业巨头会
不会丢掉自己的头把交椅？

“无论是商场体量还是消费
者忠诚度，振华都拥有无可比拟
的优势，尽管未来竞争激烈，本
土商业集团依然大有可为。”一
位在烟台从事商场营销多年的
业内人士说，本土商业集团在当
地深耕多年，前景依然看好。

在业内人士看来，外来“大
鳄”的进驻在让本土商业集团感
到压力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的
动力。在高端领域有振华商厦，
在中端有振华购物中心和振华
国际广场，再加上振华旗下超市
品牌在各居民聚集地布局，振华
在本土商业领域的“根”扎得越
来越深。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本土商业巨头

前景依然看好

升级后的振华商厦已变成一处体量超过20万平方米的商业综合体。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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