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05

2017年5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李师胜 美编：晓莉 组版：徐凌壹读

国务院要求降物流成本和涉企收费，李克强现场下军令状：

““能能做做到到吗吗？？真真正正是是要要动动奶奶酪酪的的””
本报讯 国务院总理李克

强5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确定进一步减少涉企
经营服务性收费和降低物流用
能成本，为企业减负助力。

一是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取消电网公司向铁路运输企业
收取的电气化铁路还贷电价，等
额下浮铁路货物运价。将货运车
辆年检和年审依法合并，减轻
检验检测费用负担。取消甘肃、
青海、内蒙古、宁夏四省（区）政
府还贷二级公路收费。加大鲜活

农产品绿色通道政策实施力度。
二是推进省级电网输配电

价改革，合理降低输配电价格。
扩大发电企业和用户直接交易
规模。调整电价结构，通过取消
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
降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和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
征收标准、适当降低脱硫脱硝
电价等措施，减轻企业用电负
担。采取降低管道运输价格、清
理查处乱收费等措施，降低省
内天然气管网输配价格。

三是减少经营服务性收
费。行政审批部门开展技术性
服务一律由其自行支付费用。
取消行业协会商会不合理收费
项目，对保留的项目降低偏高
收费标准。深化商业车险改革
减轻企业保费负担。

“清理政府服务性涉企收
费，决不能这边搞清理，那边仍
在不断增加新项目，更不能与
老百姓和企业‘玩猫腻’！”李克
强总理在会上明确要求，“各级
地方政府要在年内对外公布涉

企收费清单！对老百姓、对企业
的各类乱收费行为，要抓典型，
坚决曝光、重拳治理！”

实施上述措施，一年将减
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

“相关部门都能做到吗？这
可是涉及利益的，真正是要‘动
奶酪’的！”李克强举着手中的
文件向参会者发问。

相关负责人先后起身向总
理保证：“我们一定做到！”

“那就这么定了。对政策落
实情况我们还会进行检查。‘军

中无戏言’！”总理说。
“近年来中国营商环境改

善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相
关排名也有不小的提升。但涉
企收费确实是一个‘黑洞’，这
让国际社会、外资企业包括我
们自己的企业都看不懂也不放
心。”总理说，“现在许多国家都
在酝酿出台减税措施，我们也
要在这方面下大功夫、下真功
夫，给市场一个良好预期，切实
提振市场信心。”

据新华社、中国政府网

“五一”前后，济南、青岛两地房贷政策进一步收紧。日前，记者走访两地多家银行发现，首套房贷
款利率优惠继续“缩水”，8 . 5折房贷已经绝迹，9折利率也不多见。

本报记者 姜宁

做决定晚了三天
多还近10万元贷款

说起当初的办房贷经历，
张先生至今还感觉很是幸运。

4月初，张先生在青岛黄
岛区购买了一套居住房。“在
青岛农商银行办的房贷，那边
给出了8 . 5折的最高优惠政
策，当时贷了70万元，本息一
共122 . 7万元。贷款刚放下来
第二天，首套房贷款利率就涨
到了9折，又过了半个月，变成
了9 . 5折。”张先生算了算，按
9 . 5折利率计算，贷款30年本
息130万元，相比8 . 5折要多付
7万多元。

刚在青岛城阳区买房的
魏先生就没那么幸运了。“五
一”之前，魏先生贷款200多万
元购买了一套房子，因为晚了
三天，就要多还将近10万元的
贷款。“问了好几家银行，要么
是房贷利率突然升高，要么就
是贷款额度不足。”

齐鲁晚报记者了解到，
“五一”前后，青岛银行、青岛
农商银行减少了首套房贷款
利率优惠。青岛农商银行在一
个月内两次调整。建设银行青
岛市分行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首套房贷利率仍是9折，不过
近期有可能上调至9 . 5折。此
外，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首套
房贷执行基准利率，不再有任
何折扣。

济南不少银行最近也上
浮了房贷利率。目前，工农中
建交五大行都已将首套房贷
利率从之前的9折-9 . 5折区
间上浮至9 . 5折-基准区间。
东部一些楼盘的销售人员甚
至表示，某些股份制商业银行
半年前就停止了房贷业务。目
前在山东省内，只有青岛银
行、莱商银行等部分城市商业
银行能给出首套房9折利率优
惠，且还仅限于部分合作楼
盘，其余大部分银行执行9 . 5
折或者基准利率的房贷政策。
至此，延续了两年多的8 . 5折
房贷优惠政策彻底绝迹。

房贷额度告急
新增按揭贷款回落

从年初开始，济南、青岛
地区的银行房贷额度告急。

“一是由于政策调控，各家年
初房贷额度削减；二是去年房
地产市场过热，很多年底的贷
款留到了今年年初，导致年初
放贷太多，一下子用掉了很多
额度。”济南市一家国有商业
银行的房贷业务负责人说。

不少业内人士持相同看

法，调控政策致房贷收紧。“目
前来办理房贷业务的市民以
刚需为主。”莱商银行济南分
行营业部客户经理李佳琳说，
今年以来，因炒房而办理贷款
的人很少。

近期央行发布数据显示，
受地产调控升级影响，新增按
揭贷款较上月略有回落，占全
部新增贷款比重40 . 4%，较上
月下降3 . 7个百分点。而今年
前4个月，按揭贷款累计占全
部新增贷款的35 . 8%，较上年
末回落9 . 1个百分点，趋向合
理区间。

据了解，从2013年开始，
山东省房贷信贷市场逐渐放
宽，各大国有商业银行逐渐将
首套房贷款利率从基准降至9
折。此后经过多轮降息，五年
期 以 上 房 贷 基 准 利 率 从
6 . 55%降至4 . 9%。部分银行
则继续降低房贷折扣，青岛银
行、青岛农商银行两大青岛本
地法人银行相继将房贷利率
降至基准利率的8 . 5折。而从
去年底开始，房贷调控政策逐
步开展后，各家银行的房贷政
策逐步收紧。

房贷利率可能再上调
提前还款不如买理财

对于房贷的继续收紧，融
360分析师李唯一认为，一方
面是政府调控规范市场行为，
避免不良资金涌入，使房贷市
场健康合理发展；另一方面，
资金成本攀升，银行间同行拆
借成本增加，房贷业务回笼周
期长，房贷业务量过大会降低
银行的资金回笼速度，加剧银
行现金链压力。

李唯一说，未来房贷利率
上调可能性大，同时额度趋于
合理。银行需要平衡点，不影
响正常房贷需求，同时能缓解
成本压力，稳定市场的前提下
缩小力度，甚至取消优惠。

此外，面对最近银行房贷
呈现收紧趋势，有不少市民咨
询是否有必要申请提前还贷。

银行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提前还款需考虑多方面因素，
会受到银行政策限制，而且缩
短贷款年限也有弊端。此外，
贷款收紧、理财收益升高，提
前还款未必划算。去年以来，
银行持续的宽松政策，加之投
资渠道有限，大家不愿意把钱
存在银行，房地产成为投资者
的“香饽饽”，贷款的多，存钱
的少。为了防止资金过度集中
在楼市，银行提高首付和贷款
利率，为鼓励存钱还提高了理
财收益，一些银行理财收益已
经超过了5%。如果贷款时享
受了9折以下的利率优惠，与
其提前还款不如买理财。

房房贷贷利利率率优优惠惠““缩缩水水””
跑跑步步进进入入99 .. 55折折时时代代
有银行一月内两次上调房贷利率

葛相关新闻

楼楼市市在在降降温温，，5500城城地地价价咋咋创创77年年新新高高？？

随着调控政策不断加码，楼
市成交持续降温。不过，土地价格
却呈现上扬态势，4月份50个城市
的地价创下7年来最高水平。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及销
售面积增幅持续收窄。1—4月
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41655万平
方米，同比增长15 .7%，增速比1—
3月份回落3 . 8个百分点；商品房
销售额为33223亿元，同比增长
20 .1%，增速回落5个百分点。

在土地市场方面，易居房地
产研究院统计，由于4月份供地规
模弱于上月，以及国土部发文明
确了土地供应的分类调控思路，
受监测的50个典型城市土地成交
面积有所下降。值得注意的是，4
月50城土地成交均价为6450元/平
方米，环比增长28%，同比增长
54%。观察历史数据，当前地价创
下了201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业内人士表示，土地交易价

格逐步攀升的原因之一是当前
开发商在三四线城市补库存意
愿强烈，拿地热情依然高涨。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4
月份，房企土地购置面积为5528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8 . 1%，增速
比1—3月份提高2 .4个百分点；土
地成交价款为2104亿元，增长
34 .2%，增速提高17 .5个百分点。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表示，近期拿地的资
金审核要求变严，部分房企开始
进入三四线城市拿地，导致三四
线城市的住宅用地出让也呈现
明显上涨的态势。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统计，4
月份50个城市土地溢价率排名
中，嘉兴的溢价率最高，为199%。
佛山、温州、镇江等城市的溢价
率都超过了75%，土地市场被划
入过热区间。

对于很多房企来说，储备土
地、早拿地有利于锁定地价成

本、扩大布局版图。
“今年房企面临着剧烈洗牌

的情形，现在到了如果不拿地，
就不进则退的阶段。尤其是大型
开发商，拿地意愿更加强烈。”世
联行集团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
书袁鸿昌说。

中国指数研究院近日发布
的报告显示，4月份龙头房企拿
地踊跃，重点布局一二线热点城
市。4月重点监测品牌房企累计
新增土地面积521 . 59万平方米，
环比上升1 . 08%；拿地成本929 . 09
亿元，环比增加57 .32%。

此外，前期房地产销售情况
红火，房企开发投资热情高。

对于未来走势，业内人士认
为，随着5月份供地节奏的加快，
房企拿地机会将增加，价格有望
逐步回归到合理区间。此外，随
着调控政策持续加码及扩围，需
求端将逐步回落，房地产开发投
资增速将有所放缓。 据新华社

市民正在银行办理房贷业务。 本报记者 姜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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