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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周销量反弹

促销仍是主因

节后价格调回

对外谎称涨价了

8日，此前称节后要涨价的四
大房企在省城尚无动作，但其中
一家知名房企工作人员再次确认
了9日就要涨价的消息。

不过，克而瑞济南机构总经
理王伟认为，个别房企十一通过
优惠调低价格，十一后价格调
回，就变相包装成“涨价”，还有
的房企通过推出不同位置的楼
盘来让价格暂时性走高，这都是
一种涨价噱头，不是本质上的价
格上扬。

“现在市场状态已经改变，从
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变为一
种由市场决定价格的状态。”山东
大学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李铁岗
分析说，个别房企调价主宰不了
整个市场。

本报记者 孟敏

宁波

大学生首套房

可领购房补贴

近日，宁波市委办公厅、市政
府办公厅出台了《关于营造良好
安居环境促进高校毕业生来甬就
业创业的若干意见》，该意见对大
学生在宁波买房提供了诸多优惠
条件。

按照该意见规定：2014年9月
20日至2015年9月19日期间，对在
宁波就业的毕业10年内普通高校
毕业生（包括取得高级职业资格
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和技师学院
毕业生）购买普通住房，给予购房
补贴，即对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
以下普通住房的，给予房价总额
1%的购房补贴；对首次购买90平
方米以上，140平方米以下（不含
140平方米）的，给予房价总额
0 . 75%的购房补贴。

对接收的来宁波工作普通高
校博士毕业生，在2014年9月20日
至2015年9月19日期间购买普通
住宅的，可享受每月不超过3000
元的购房贷款贴息，贴息补助期
限最长不超过五年。

此外，高校毕业生在宁波购
房时，其住房公积金的连续缴存
时间可从现行规定的12个月缩短
为3个月；在符合贷款有关规定的
前提下，其贷款最高额度在现行
贷款额度上可上浮20%；购买建
筑面积在120平方米以下首套商
品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可以
从现行30%调整为不低于20%。

据央广

本报讯（记者 张頔 姜宁）
9月30日，央行、银监会发布房贷

新政，这让十一黄金周期间的楼市
颇不平静。如今，黄金周过去，房贷
新政是否已经落地山东？8日，记者
采访省内多家银行获悉，目前房贷
政策的相关文件尚未下发，虽然落
实首套房的认定料将不久，但利率
下调空间十分有限，要想低至七折
不太现实。

节前，央行、银监会通知表示，
对房贷政策作出调整，对首套房实
行“认贷不认房”政策，即首套房还
清贷款后，再买房仍可享受首套房
的各项优惠政策；同时首套房贷利
率下限定为基准利率的0 .7倍。7天
的国庆假期结束之后，便有消息称
农行已在北京地区口头传达了“认
房不认贷”的房贷新政。

8日记者在省城的农行信贷
部门了解到，他们并没有收到相
关文件。“现在的房地产市场比较
敏感，所以涉及房贷的政策调整
也会比较谨慎。相关文件从总行
下发到山东省分行再到支行网
点，肯定需要一些时间。”农行济
南市市中区支行一位信贷部门工
作人员介绍，目前还没有接到省
行的相关通知，房贷业务还按照
原有政策执行。

除农行外，其他几家国有银
行也表示没有接到房贷调整的通
知。中国银行一位信贷部门负责
人告诉记者，对于央行下发的通
知，银行肯定会遵照执行，对于首
套房的认定不久就会有所调整。
据她预计，“认房不认贷”执行后，
主要利好的是改善型购房需求，
对房贷业务不会有太大影响。

记者咨询青岛的农业银行、工
商银行、青岛银行、交通银行等十
余家银行，对于首套房认定标准仍
执行“认房又认贷”，房贷利率也是
基准利率，对于首套房房贷利率的
问题，最低利率也只有8.8折。

兴业银行青岛分行国庆节前
将首套房贷款利率由基准降到了95
折。青岛银行对于首套房利率基本
维持9折的优惠，但最多可以享受
8.8折的优惠。而光大银行的一位工
作人员表示，首套房利率执行的是
基准利率上浮5%。其他多数银行首
套房仍然执行的是基准利率，二套
房基本执行基准利率上浮10%。

在央行通知中，除了首套房
认定政策的变化，对房贷利率下
限设为基准的0 . 7倍更让人心
动。但是从目前各大银行的反应
来看，房贷新政落地后，利率打折
的余地并不会太大。

“现在给企业贷款往往比基准
上浮20%，如果房贷执行基准利率，
银行的盈利也会受到影响。”一位
国有银行支行负责人说，房贷
6 . 55%的基准利率打七折后是
4.585%，现在银行的理财产品大多
都在5%以上了，如果银行按七折
发放房贷，那肯定做一单赔一单。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也认为，从房贷成本来说，不大可
能降到七折利率。按照目前一般
的负债成本计算，再考虑利差收
窄、息差收窄，如果住房贷款低于
八五折银行就没有钱赚了，在九
折左右银行还可能愿意做。

本报记者 张頔

银行真打七折，做一单赔一单

8日上午，有消息称从链家地
产工作人员处获悉，中介已接到
上级口头通知，工行、农行已出台
具体房贷新政细则，内容包括名
下有房无贷现可认首套、首付3
成、利率最低8 . 5折等。

北京当地媒体走访多家农行
网点发现，尽管暂未收到正式通
知，但各农行网点已经按照口头
通知，开始进行首套房认定。“已
经还清贷款的客户，再次购置房
产可按首套房执行，但目前利率
上不敢保证，需要先进行资质评

估，资质良好的客户目前最低可
按9 . 5折利率执行。”

工行北京分行相关负责人上
午回应称，截至目前工行在京房
贷政策尚无变化，也没有接到关
于房贷新政细则的通知。

不过，工行相关负责人同时
表示，关于住房贷款的政策，央
行、银监会在《关于进一步做好
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已
有明确要求，工行将认真贯彻执
行。

据法制晚报、中国经济网等

农行昨起在京松绑首套房认定

本报济南10月8日讯（记
者 喻雯） 近日，记者走访
多家楼盘发现，不少项目为了
促成成交，直接打出了“七折”
利率折扣的承诺，不少购房者
被“忽悠”，信以为真，着急下
交钱定房。业内人士提醒，银
行“七折”的贷款优惠可能性
不大，市民对房贷的预期优惠
额度也不要太大，在定房时，
更要谨慎。

“先交上定金，信贷政策
肯定在这两天就出来。首套房
利率打七折，能省下不少利
息。”8日，省城东部一家楼盘
置业顾问给记者打来多个电
话“催促”记者抓紧定房，再过
几天房子就要涨价。

该置业顾问向记者算按
揭贷款时，是按照七折后的利
率来算。“我们合作银行已经
接到通知，肯定会打七折，只
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置业顾
问多次强调，她的不少客户都
已经交上定金，等待新的贷款
政策。

对于置业顾问承诺的首
套房七折利率，省城不少业
内人士并不认可。省城资深
地产评论人赵鲁梁认为，基
于目前楼市风险偏高和房贷
收益偏低的考量，商业银行
并没有提供超低优惠利率的
动力。

他认为，房贷利率七折
的可能性不大，此次央行的

通知要求是“首套房贷款利
率下限为贷款基准利率的
0 . 7倍，具体由银行业金融机
构根据风险情况自主确定”。

“七折是下限，而且并非是
‘一刀切’。”赵鲁梁说，从现
在到年底，还有两个多月，按
照一般情况来看，年末各家
银行的额度并不会特别充
足。“综合来看，首套房贷款
利率能到9折就很不错了。”
赵鲁梁提醒，购房者一定要
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谨慎买
房，对房贷的优惠预期不要
太高，不要被置业顾问忽悠。
一般来说，购房者交的定金，
一般是不退还的，购房者一
定要谨慎交钱。

一一听听包包打打七七折折，，稀稀里里糊糊涂涂交交了了定定金金
省城个别楼盘为促销，承诺首套房贷款利率能打七折

年底成交仍不旺

或能降到七折

“当然，照如此态势下去，7

折利率也不是不可能的。”中国
农业银行青岛银行房贷业务负
责人王经理告诉记者，8月中旬
和9月初青岛银行连续两次下
调房贷利率，青岛市政府在9月
22日又下发了第二套房贷的新
政，如果青岛市的房市交易量
仍没有太大的回升，不排除政
府会采取更加极端的方式来刺
激楼市。 本报记者 姜宁

相关链接

为了抓住黄金周机遇，开发
商促销大爆发，使出不少招数揽
客，售楼处一改往日冷清局面。

“以前是看的多买的少，十一期
间买的明显增多了。”8日，绿城
集团山东公司一位负责人介绍
说，截止到6日，销售额达到8000
万，黄金周期间销售额约1个亿。

某知名房企称，其在省城西
客站片区的四个楼盘，十一期间
每个项目卖了约70套房子，而之
前一周也就卖10套至20套。

克而瑞济南机构总经理王伟
说，十一销量高于预期，不能说是
受限贷取消的直接影响。限购取
消是行政手段，见效时间很快，但
限贷取消，银行需要一个落地消
化的过程。 本报记者 孟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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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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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外地人原“要求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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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法制晚报

网传农行

在京房贷细则

农行房贷

1
名下无房或1房、无贷，现

可认首套，首付3成，利率

8 . 5折(配相应产品)；需要提

供购房所在地及户口所在地
的无房证明；

农行房贷

2
名下2套或以上住宅、无

贷，现可认首套，首付3成，

利率基准；

农行房贷

3
名下多套住宅，其中有1

套住宅按揭未结清的，其他
一次性结清或已结清，现可

认2套，首付6成，利率基准

上浮10%；

农行房贷

4
名下2套或以上住宅，其

中有2套住宅按揭未结清的，
其他一次性结清或已结清，
不可以申请按揭；

农行房贷

5

１０月第一周，规模房企在２０个重点城市中

的上市项目超过１００个。天津有４９个楼盘开

盘，成都２６个，南京２１个。前１０个重点城市的

新建商品住宅新增供应量约４９９．２６万平方

米，环比大涨１４１％。

上海

１０月１日至７日，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为

７万平方米，虽与去年同期相比减少２６．１％，

但 明 显 小 于 前 三 季 度 成 交 量 同 比 下 滑

３２．２％的跌幅。

南京

黄金周期间南京市商品住宅共认购

２８１２套，日均认购４０２套，同比增

长４７％，创历史新高。而在今年９

月南京取消楼市限购之前，日均

认购量仅２００套左右。

据新华社

黄金周楼市反弹

限贷松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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