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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本次降息，记者咨询了银
行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坦言，时隔
三个月再次降息“在意料之中”。

渤海银行刘铁告诉记者，春节
后就有媒体报道出降息的消息，当
时他们心里就已经有了准备。现在
政策一出来，大家感觉还是比较温
和的，并不像第一次降息那样无预
期。此次降息短期内对银行来说影
响不大。3月1日，柜面上并没有办理
相关的业务。因为收益率较高，个人
储户大多选择5年期定存，几个月定
存的并不多见。如果是短期，市民倾
向于选择理财产品。针对理财产品
收益率可能略降，在前期他们就跟
客户有了沟通。

对于短时间内的第二次降息，
多位专家表示，当前防通缩成为货
币调整的主要原因。而此次降息之
后，预计未来还将有一步的降准降
息动作。

本报记者 王亚男

降息意料之中

未来或将继续

市民在选购理财产品（资料
片）。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李超)

央行2月28日宣布，自3月1日起
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
款基准利率。淄博一些房地产销
售人士认为，此次降息对淄博房
地产市场是利好，淄博房地产市
场或将逐步迎来销售小旺季。

“降息增加了流动性，开发
商融资成本降低，购房者的贷款
成本也降低了，可以刺激需求，
对房地产市场来说是重大利
好。”位于张店联通路附近的一
家开发商的销售负责人说。

而随着央行的本次降息，
以及春节刚过，一部分刚需及
改善性需求得到释放，业内人
士预计淄博在三四月份，房地
产会迎来小旺季。

3月1日上午，记者在张周路
附近的一处楼盘看到，几位市民
正在咨询购房事宜。销售人员介
绍，年后的咨询量和来访量相比

年前有所增加。“年前房地产市
场比较低迷，购房者普遍观望，
而刚过完年，央行就降息了，一
些市民担心房价会再次上涨，所
以想尽快出手购房。”

“去年想卖房，但是考虑到
房价会下跌所以就等到现在，
现在开发商的优惠比较大，而
且降息后贷款成本降低，所以
赶紧看看。”市民孙先生说。

但目前房企最大压力还
是去库存，由于市场存在不确
定性，一些开发商保持谨慎乐
观。“淄博属于三四线城市，对
市场反应比较迟钝，政策的影
响也会打折扣，所以本次降息
对淄博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仍
不确定。”桓台一家房地产销
售人员说。

而淄博一家专业房地产营
销机构的负责人也表达了同样
的看法，他认为，虽然市场库存

较大，但是刚需以及改善性需
求也比较旺盛，央行降息将加
速这两种需求的释放。他预计，
开发商也会趁机加大促销力
度，尽快去库存。

而对于房价是否会再次上

涨，开发商都极为谨慎。“降息
的利好还只是预期，在库存压
力较大的情况下，开发商还是
以走量为主，及时回笼资金，保
证企业正常运转。”一大型房企
淄博分公司营销负责人说。

部部分分城城商商行行定定存存利利率率已已浮浮到到顶顶
各行揽储竞争激烈，预计其他银行将陆续跟进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王亚
男) 时隔3个月，央行决定再度
降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3

月1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
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3月1日，
部分驻淄城商行已按央行规定
对基准利率进行了调整，将定
期存款利率上浮到顶(30%)，也
有银行称尚未接到上级行通
知。

记者了解到，这是自去年
11月21日央行时隔两年首度降息
后，在三个月内第二次降息。金
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
调0 . 4个百分点至5 . 6%；一年期存

款基准利率下调0 . 25个百分点至
2 .75%，同时结合推进利率市场化
改革，将金融机构存款利率浮动
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
1 .1倍调整为1 .2倍；其他各档次贷
款和存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并
对基准利率期限档次作适当简
并。

记者咨询淄博市各银行得
知，目前，部分城商行已经实时
跟进央行政策变化，根据利率调
整浮动区间的上限，做出定期存
款业务全部执行人民银行基准
利率上浮30%最高标准的决定，
四大行反映则较为谨慎。

降息消息一出，青岛银行
第一时间做出回应：存款利率
一浮到顶。利率调整后，青岛银
行一年期存款利率为3 . 25%，二
年期为4 . 03%，三年期为4 . 875%。
同时，东营银行也执行定期存
款利率上浮到顶的政策。假设
在银行有10万元一年期的定期
存款，如果执行央行最新基准
利率，一年可获得利息2500元，
如果按照基准利率上浮30%，一
年可获得利息3250元，比执行
央行基准利率多750元。目前，
各银行已经按照央行的政策对
基准利率进行了调整，各行也

暂时按照新的政策进行执行。
部分银行表示，目前还没有接
到上级行的通知。

根据业内的预测，由于目
前银行之间拉存款竞争很激
烈，各银行可能会继续跟进，将
存款利率上浮30%。“今天我们
已经按照央行的降息政策对存
贷款基准利率进行了调整，目
前按照新政策来执行。但是今
天大厅一个办理定期存款的都
没有。估计总行会很快出上浮
到顶的政策。”淄博一银行职员
说：“根据经验，周一各银行应
该就会有所行动了。”

春季刚需释放，央行再次降息利好房地产

三三四四月月房房产产销销售售或或迎迎小小旺旺季季

针对此轮降息，央行解释称，此
次调整是根据当前经济基本面的运
行态势进行的适度微调，重点是继
续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行，稳健的
货币政策取向并未改变。同时寓改
革于调控之中，扩大存款利率浮动
区间，更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
增长放缓，2014年全年经济增速放缓
至7 . 4%，为25年来最低水平。同时，1

月份CPI同比上升0 . 8%，为2009年以
来的最低升幅。此前，多家机构就预
测央行将在春节后降息，更有机构
预测到了2月底前的时点，央行此次
降息符合公众预期。

根据淄博市物价局公布的2014

年淄博市居民消费价格情况，去年，
淄博市CPI累计上涨1 . 6%，物价总体
呈低位运行态势。据预测，今年淄博
市物价涨幅将继续走低，或创近5年
来新低，食品类价格将继续走低。

本报综合

淄博今年物价涨幅

或创5年来新低

涨价预期不高

此时买房较划算

本报3月1日讯(记者 李超)

央行降息利好房地产，但是由于淄
博商品房库存较大，当下去库存仍
是房企的首要任务，开发商或加大
促销力度，市民此时买房比较划算。

记者了解到，从去年开始受到经
济下行影响，淄博的个别房企采取降
价销售的策略，但销量并不乐观，很
多开发商的销售目标都没完成。

“比年前的销量要好，可以说为
2015年开了个好头，但楼市全面回
暖的可能性不大，这个时候提振信
心比销量要重要，销量比房价重
要。”张店鲁泰大道附近一楼盘销售
人员表示。

相关链接

春节过后，不少市民在售楼处看房。 本报实习生 李洋 摄

降降息息后后，，定定期期利利息息和和月月供供会会少少吗吗
业内：对存款影响不大，“降贷”要等明年1月才能实现

央行降息，各驻淄银行或将推行新的存贷款政策。那么，这轮降息对市民来说，将产生哪些影响？记者了解到，降息对对理
财产品收益有一定影响，但定期存款利息减少的不明显。此外，贷款买房人群期待降息带来的“降贷”，将到明年1月才能实
现。

降息后，央行将存款利率浮
动区间进一步扩大至1 . 3倍，一
降一升，两者对冲，所以对市民
的实际存款收益或影响很小。

之前，一年期存款利率是
2 . 75%，多数银行都“一浮到顶”
上浮20%，实际利率是3 . 3%；如
今，一年期存款利率虽降至
2 . 5%，但如果各银行继续“一浮
到顶”上浮30%，那实际利率将
达3 . 25%，相比之下仅下降0 . 05

个百分点。即如果1万元存一
年，实际利息只会少5元，相差
很少。

记者调查了解，央行宣布
降息后，部分驻淄城商行均迅
速执行最高利率吸引存款，而
国有大行则相对谨慎，未全面
上浮。

专家表示，随着利率市场
化进程加快，利率分化将更加
明显，中小银行由于资金来源
相对较少，有更大的动力去吸
收存款，因此老百姓存款要货
比三家，找到最优利率。

本报记者 王亚男

记者了解到，按目前多
数银行的房贷重定价条款，
已经贷款的市民，需要等到
明年 1月 1日才能享受到新
的利率。

假设20年期50万元贷款，
等额本息还款方式，以目前普
遍的基准利率，降息前房贷基
准利率为6 . 15%，月供为3625 . 6

元，20年总利息为37 . 01万元；
降息后房贷基准利率变为
5 . 9%，月供则变成了3553 . 4元，
20年总利息为35 . 2万元。月供
可少72 . 2元，总利息可少1 . 81

万元。
一位银行人士表示，银行

房贷对于利率调整一般有三
种方案：一是银行利率调整
后，所贷款利率在次年开始执
行；二是每还款满一年调整执
行新的利率；三是次月执行新
的利率水平。具体如何要看所
签署的房贷合同，大部分的合
同都是次年调整。所以，房贷
要明年才能下降。

本报记者 王亚男

存 款 利 息 减 少 或 许 不
明显，但对于理财产品，收
益率可能会有所降低。渤海
银行刘铁认为，降息对于固
定 收 益 类 投 资 产 品 的 影 响
是一致的，收益水平均将下
行。比如对于银行理财产品
而言，投资端收益的下行，
将传导至银行理财产品，银
行 理 财 产 品 的 平 均 收 益 水
平也将进一步下行。从银行
发售的理财产品看，本周内
发行的，预期收益率没有受
到影响，但后续的收益率可
能略有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2 0 1 5年
货币政策保持相对宽松，银
行理财产品的收益走势仍将
是下行的趋势，投资者尽量
选择中长期的高收益产品，
降低再投资风险。2 0 1 5年银
行理财产品的转型将加速，
投资者也可以关注银行发售
的净值型开放式产品以及结
构性理财产品。

本报记者 王亚男

这轮降息直接目的是刺
激宏观经济，间接利好房地
产业，预计会缓和目前楼市
低迷态势。具有业绩弹性与
资金流充足的房地产企业将
受资金大力追捧。

分析师认为，央行本次
降息有利于股市和债市，可
能会刺激金融地产等大盘蓝
筹板块大涨，从而有利于指
数突破3400点整数关口。

板块方面，对利率敏感
的资产或板块将最为受益。
如电力、公用事业行业短期
内或有表现。针对电力板块，
降息对其产生的正面影响主
要体现在财务费用的降低，
而“减负”也将为相关上市公
司在“改革”的大背景下获得
更大成长空间。

历史数据显示，2012年央
行降息后券商股表现比较活
跃。券商受益于沪港通与股市
注册制，又是牛市中最赚钱品
种，该板块资金推动最为明显。

（宗合）

存款：

1万元存1年

利息或只少5元

房贷：

20年贷款50万元

每月少还72元

理财产品：

尽可能选中长期

高收益产品

股市：

有利于指数

突破34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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