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托了了关关系系，，俩俩月月才才办办出出房房贷贷
资金面紧缩，二季度房贷依然紧张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姜宁） 马年已经到了第二季
度，但是由于社会整体资金面
的问题，房贷放款速度很慢，
很多市民都是两三个月才拿
到房贷款。今年年初房贷额度
紧张的局面一直延续到了现
在。

“找了人，还是过了俩月才
拿到房贷款的。”芝罘区一位市
民对记者说，自己还是找了某
国有商业银行的熟人，还是过
了俩月才拿到房贷款，自己的
一位亲戚去年底就申请公积金
贷款，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

放款，很是纠结。
“现在的额度就是紧张，一

般都会往后推很久，两个月那
都是常态了。”这家国有商业银
行的房贷业务负责人告诉记
者，从今年开始，因为资金面很
是紧张，银行的存款数量并没
有太大的提升，所以也就没有
太多的贷款放出，所以有很多
的时候，银行的房贷额度就非
常紧张。

据记者了解到，现在很多
银行也发现了房地产企业所存
在的崩盘风险，所以也刻意减
少了跟房地产相关的投资。“现

在一般的房地产公司到银行根
本贷不出钱来，银行对他们这
些公司基本停贷了，包括跟房
地产行业相关的钢贸企业也都
停贷了，房贷方面也是大家各
家银行收着来做，不敢一开始
放得太多，一旦房地产出现风
险，那就会造成很多人不还贷
款的情况。”业内人士对记者透
露。

除了放款的时间有所延长
之外，很多银行的房贷利率也
提升了不少。“在去年这个时
候，九折利率是常态，甚至有一
些银行还能申请到八五折的放

贷额度，但是今年能按时拿到
基准利率的贷款就不错了。”一
位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一些国有商业银行
甚至将房贷利率提升到了基准
利率之上的8%左右，而且在未
来还会继续有商业银行加入提
高利率的行列中来。

“这主要是因为银行的融
资成本高了很多，现在的融资
成本基本在5 . 9%左右，所以如
果按照6 . 55%的基准利率放贷，
那基本是属于赔钱的。”银行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而且在年末，
房贷额度可能会更加紧张。

金金价价大大跳跳水水，，投投资资者者不不敢敢贸贸然然介介入入
内外因素影响，黄金投资中期仍然看空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李
娜） 本周二现货黄金结束前
期连续两周的反弹，大幅下挫，
当日最大下跌 4 4美元，跌幅
3 . 3%。虽后来在1280美元/盎司
附近展开反弹，但目前总体走
势依然偏弱，维持在1300美元
附近弱势震荡。烟台黄金投资
客本周基本都没了动静，不敢
轻易操作介入。

“黄金连着涨了两个周，现
在下调看不到底，还是乖乖等
着吧。”投资黄金的市民孙先生
说，周二快跌让不少人措手不
及，现在真不敢轻易买。

“周二金银的大幅下挫，大
量止损单被触动。之后接连着
两天走势仍然很弱。”招金投资
研发总监、高级黄金投资分析
师刘宇翔说。从技术面的空间
看，黄金近期的反弹正好测试
黄金分割50%的阻力位置，存
在技术阻力。与此同时黄金急
速下挫，引发技术性抛盘，周二
晚间的comex（纽约商业交易
所）市场出现大笔的期货合约
瞬间抛售，一度触及熔断机制，
交易停止10秒，促使黄金盘中

快速跌落1300美元的支撑关
口。

刘宇翔分析说，从消息面
看，乌克兰局势不稳导致的避
险买盘动力不足，因为投资者
意识到乌克兰事件导致战争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避险需求的
减弱，导致黄金上涨动能不足。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美联储虽
然在何时退出宽松货币政策的
时间表并不明朗，但是市场普
遍预期美联储处于退出宽松货
币政策的时间周期里，因此货
币政策大环境趋紧，为贵金属
奠定了总体偏空的基调。

“所以，综合来看，黄金中

长期趋势依然不容乐观。当然
不论行情如何运行，投资者首
先要有正确的投资理念，重点
修炼仓位控制及风险管理，以
确保拥有良好的投资心态。”他
说，从行情分析的指导下，建议
投资者目前的操作思路以逢高
尝试短空为主。

本本周周外外汇汇不不活活跃跃，，投投资资者者颇颇伤伤脑脑筋筋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李

丹）“知道本周五多个国家市
场休市，本以为周四外汇行情可
能波动幅度小点儿，没想到一个
周基本上都没什么行情，操作空
间不大，让我很伤脑筋。”投资外
汇的市民张先生说。

17日，英国公布的3个月平
均失业率出现了下降，受此消
息提振，英镑反弹了近100个点。

有投资者称，英镑的这一表现
在本周外汇市场上比较抢眼。

张先生介绍，本周本来有几
大事件，可能对相关外汇品种带
来影响，只是没想到出台的数据
或政策和以前的预期变化不大，
就没带来实质的影响。周二公布
的澳洲联储会议纪要，没有太大
的政策变化，对澳元影响不大；
周三耶伦讲话，重申美联储将维

持低利率的承诺，更是没给美元
带来任何行情，美国股市倒是出
现了上涨。周三，我国发布的2014

年一季度GDP数据也略好于市
场此前预期，也没有大幅提振澳
元，澳元兑美元只出现了“安慰
性反弹”。

针对本周外汇的交投清淡
的现状，烟台某投资公司的分
析人士袁先生表示：“震荡幅度

这么低，最近我在外汇交易上
实在是找不到什么太大的感
觉，我已经空仓半个多月了，目
前我对黄金交易的感觉更强烈
一些。”他建议，如果有投资者
最近确实想做外汇交易，从稳
健的角度出发，还是建议投资
者关注一下影响美元和欧元走
势的一些数据和政策，近期尽
量少做澳元兑美元。

建建行行龙龙卡卡分分期期购购车车享享零零利利息息最最优优零零费费率率
厂商贴息让利消费者，优惠看得见

专刊记者 李媛媛

15日，本报刊出了题为《车
贷零利息是噱头还是优惠》的
文章，引起了广大市民的高度
关注，许多有购车意向的客户
纷纷来电咨询，如何享受购车
优惠政策，为满足市民的贷款
购车需求，本报对购车贷款业
务进行了跟踪采访。据了解，“0

利息最优0费率”是厂商贴息让
利消费者。

采访中不少市民提及银行

推出的“0利率0手续费”从哪盈
利，是不是变相销售，最终还是
消费者自己买单？对此记者联
系了中国建设银行烟台分行信
用卡中心曹经理，她告诉记者：

“汽车厂家针对部分车型贴息
让利给广大消费者，实际上是
汽车厂商为这部分利息买了
单，如果消费者选择了汽车厂
商贴息的这部分车型还是相当
划算的。”

本次春季车展期间，市民
张先生在车展上看好了一汽大

众的新款迈腾，但一盘算裸车
价格在20万左右，全车办理完
毕要近23万，心中顿时有了压
力。如果要一次性付款，张先生
至少半年生活处于紧张状态。
当他得知持有建行龙卡可以首
付30%，剩余款项可以分18个月
0利息0手续费购车时，喜出望
外的张先生二话不说，很快就
在建设银行办理完全部的分期
购车手续。

张先生告诉记者，“自己购
买的这辆车太划算了，赶上车

展汽车经销商将价格降到了最
低，银行也提供了无利息的分
期付款，自己仅首付了6万元，
剩余14万元分18个月支付，每月
只还本金14万/18个月=7700元
左右，如愿开上了自己的爱车，
同时也大大缓解了还款压力。”

记者了解到，目前建行已
联合多家汽车厂商推出了60余
款0利息优惠费率的畅销车型，
回馈建行新老客户，使用龙卡
分期付款购车，助您早日实现
购车梦。

丽鹏股份一季度

盈利降23 . 58%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李娜）
17日晚间，丽鹏股份（002374）发

布一季报，公司今年一季度盈利
867 . 69万元，同比下降23 . 58%。一季
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 . 56亿元，同
比减少0 . 44%；实现每股收益0 . 05

元，同比下降16 . 67%。公司同时发
布上半年业绩预告，预计今年上
半年盈利1421 . 21万元至1989 . 69万
元，同比变动幅度为-25%至5%。

烟台万润一季报

引股价大跌6 .99%

本报4月17日讯（记者 李娜）
16日晚间，烟台万润（002643）发

布今年第一季度报告，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98万元，同比
下降44 . 58%。17日，烟台万润股价大
跌6 . 99%。收于11 . 58元。

受智能消费电子产品下滑因
素影响，不仅一季度万润业绩不
理想，公司在报告中预计上半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利润，同
比预降20%至50%。

平安证券当日发布研究报告
分析，一季度受智能消费电子产品
下滑因素，全球三大混合液晶企业
向公司采购液晶单体和中间体量
均不同程度减少，同时前端低毛利
产品占比上升，导致公司盈利下滑
较大，同时公司管理费用、销售费
用等各种费用大幅增加，同比增加
近1000万，进一步侵蚀利润。

同时烟台万润环保材料等其
他业务进展顺利。公司有望完成
横向相关业务的拓展，未来环保
材料将成为公司发展一大亮点。

现货黄金本周二大幅下挫，之后虽有所反弹，但目前仍在1300美元附近弱势震荡。

增仓占比榜

当日
东山精密
劲胜精密
全通教育
福建水泥
乐山电力

3日
高金食品
福建水泥
苏大维格
全通教育
正邦科技

5日
高金食品
福建水泥
雏鹰农牧
正邦科技
三维通信

10日
高金食品
海伦钢琴
雏鹰农牧
福建水泥
正邦科技

增减仓占比榜

AA股股

(据东方财富通)
本报记者 李娜 整理

减仓占比榜

当日
中冠A

保龄宝
民丰特纸
海陆重工
同有科技

3日
中冠A

保龄宝
利尔化学
永新股份
康美药业

5日
保龄宝
安凯客车
利尔化学
中冠A

万顺股份

10日
保龄宝
中银绒业
中冠A

宝利沥青
阳光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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