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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存款款渐渐成成鸡鸡肋肋，，房房贷贷基基本本倒倒贴贴
有开发商直言到了买房最佳时机

年中时刻降息降准

是为下半年布局

中国人民银行２７日宣布，从２８
日起降息并定向降准。央行有关负
责人表示，此举是为了促进稳增长、
调结构并降低社会融资成本。

这次降息降准

不是大放水

为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作为
宏观调控两大政策之一的货币政
策，自２０１４年以来频频出手，降息、
全面降准＋定向降准、定向降准轮
番上阵，但这次调整与以往不同。

在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
之时，稳增长是当务之急；而结构问
题是中国经济心腹大患，调结构不
能松懈。降息＋定向降准，实际上是
总量性政策与结构性政策并举。

央行研究局局长陆磊解释说，
存贷款基准利率下调意味着总量性
宏观调控，而定向降准则专门面向
为“三农”和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金
融机构，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薄弱
环节，致力于结构优化。

“货币政策打破了过去的常规
操作模式，双管齐下方式创新，力度
较大，传递出鲜明的信号。”中国社
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认
为，这次货币政策操作是对当前中
国经济金融形势的积极应对，既有
针对性地解决突出问题，又不采取
强刺激和大放水的办法。

没有全面降准

是因为资金面总体宽裕

“这对我们小微企业是双重利
好。”武汉宝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汪林安说，现在企业经营比
较困难，实际融资成本居高难下，降
息对降低融资成本直截了当；定向
降准鼓励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希
望能够尽快落实。

央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央行公
布的贷款基准利率仍然具有较强的
导向和信号作用，进一步下调贷款
基准利率可望继续引导实际贷款利
率下行。

当前物价水平持续走低，为降
息提供了空间。中国银行国际金融
研究所副所长宗良表示，ＰＰＩ为
负值，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不降反升，
特别是“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央行举措
意在降低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
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央行此次没有
采取全面降准的办法。对此，央行有
关负责人解释说，银行体系流动性
总体上较为充裕，并不需要普遍降
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提供流动性。

经济企稳仍需

货币政策支持

年中时刻，货币政策双管齐下，
显然是为下半年谋篇布局。

“下半年是宏观经济企稳和结构
调整的关键性历史时期。”陆磊指出，
货币政策应对上半年经济波动和金
融体系流动性变化作出预调和微调
是必要的，为下半年经济金融在合理
区间运行奠定了流动性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在５月
份出现了一些企稳的积极迹象，亟
待宏观政策的支持巩固。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
析指出，５月全国房地产投资环比回
升、房地产成交活跃、工业和制造业
增速平稳改善，这些都是经济企稳
的端倪。但这种趋势整体不牢固，仍
存在不确定性，降息和定向降准可
以促使这种好势头更加稳固。

“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仍然偏弱，
需要货币政策释放一定流动性予以
支持，更重要的是，市场信心需要进
一步增强，这样才能为下半年为经
济发展、金融稳健奠定基础。”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
长王军指出。 据新华社

存款缩水：

利息少得可怜

50万1年少得1250元

本报记者 姜宁 张頔

6月21日，招商银行即墨
支行营业部内，在前来办理
业务的市民中，存款业务明
显要少于理财产品的销售，
相比于招商银行动辄5%以
上收益率的理财产品，一年
期存款利率仅为2 . 7%，这让
很多市民难以接受，一上午
的工夫，就有上百万元的理
财产品被市民抢购。

而就在招商银行即墨支
行的斜对门，一向针对农村
市场和存款市民的青岛农商
银行也打起了理财产品的广
告，收益率高达5 . 5%以上，
前来排队办理业务的人很
多，大堂经理介绍，虽然地处
县城，但居民很有理财观念，
五万以上的存款大多都投入
到了理财产品中。

27日，随着央行降息，青
岛本地不少银行的负责人表
示，1年期存款利率降到2%
后，意味着市民存款利息会
减少，比如50万元存1年定
期，利息整整少了1250元。对
比去年11月份之前，同样额
度的存款利息整整少了5000
元，存款市场以后会更加缩
小。

不过，不少银行人士表
示，今年前两次降息后，存款
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逐渐扩
大，存贷款息差也随之增大，
银行利润受到挤压，因此利
率上浮动力减弱。预计本次
降息后，银行存款利率较基
准利率的上浮区间将普遍在
20%-40%之间，部分城商行
有望达到40%以上，但是上
浮50%的可能性不大。此外，
预计一年期以内定期存款利
率上浮幅度将大于两年期以
上存款利率，银行仍以吸收
中短期存款为主。

近一段时间，济南楼市成交火热。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理财走弱：

宝宝类收益还将走低，重回4%不容易

央行降息直接影响到投
资产品，利好较大的主要有
房地产、水泥建材钢铁等资
产负债率较高或资金流动性
压力较大的行业；其次对股
市和债券市场也利好，但嘉
丰瑞德理财师提醒大家，股
市和债市风险仍不可忽视。
在家庭资产配置方面，稳健
理财方面的投资也不可少，
除了优选定存、国债，还可以
选择固定收益类产品，风险
低，投资收益也不错。

“除了固定收益类的理
财产品，投资者还应该多关
注一下定投类基金产品，因
为这类产品往往在投资中收
益性比较灵活，从长期来看，
能够让市民有更‘靠谱’的收
益性。”青岛银行麦岛支行理

财经理王思宁说。
不过，降息会对以货币

基金为主要投资方向的余额
宝等互联网“宝宝”类产品和
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造成
一定的影响，以余额宝为例，
在去年降息之前，收益率最
高能到6 . 5%左右，但目前已
经进入了“3时代”，降息后，
重回4%也不容易了。由于“宝
宝们”背后的货币基金收益
率与资金面紧密相关，钱荒
时货币基金收益大升，降息
释放资金量时，市面上的钱
变多，宝宝类产品收益率很
可能持续下行。

“依照经验来看，理财收
益或许会有下行，但是第一
不会在一个月之内下行，第
二，即便是收益下行，也只有

0 . 1-0 . 2个百分点的降幅。”
青岛银行总行营业部零售业
务经理杨军说。

“在未来几天，各家银行
都会执行央行的利率新政，
但是理财产品的收益水平降
低可能要等到一个月或者更
长的时间才能实行，这个时
候，投资者可以购买半年期
以上的理财产品来锁定未来
的收益水平。”一位理财分析
师告诉记者，现在正值银行
半年考核时点，由于存在揽
储压力，目前多家银行半年
期以上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
益率是在6%以上，降息后，理
财产品的收益率也会随之下
降，这时候先下手购买银行
理财产品锁定收益是一种比
较好的方法。

创业环境改善：

贷款环境宽松，创业投资更容易

在央行宣布降低贷款利
率之后，青岛农商银行的贷
款业务部负责人表示，此次
降息，银行放松了贷款要求，
民众贷款更加容易，贷款的
成本也降低了。获得了财务
支持，会使得更多具有能力
的人，更愿意去创业、去做投
资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

近期，青岛市副市长刘
明君开会要求全市4 3家商
业银行的行长走基层为企
业贷款，青岛市又率先提出
了“三创”活动，随着贷款降
息 的 来 临 ，一 些 中 小 微 企
业，特别是科技型企业的贷
款环境将进一步变得宽松

起来。
但是据记者走访发现，

现在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企
业对资金的要求非常迫切，
一些从国外归来的学者在
贷款时除了一纸专利权再
无半点抵押物，在一定程度
上阻碍了贷款扶持科技企
业的力度，现在青岛市区内
仅有青岛银行在高新区成
立了科技支行，虽然在不到
一年的时间内放款额度超
过3亿元，但是还远远不能
满足企业的贷款需求，而这
种贷款需求，显然不能依靠
单纯的降息来解决。

此外，虽说降息后民众

从银行贷款更容易，贷款的
金额也放宽，但是银行的贷
款审批流程一直很复杂，意
味着民众也并非那么容易
贷到款。部分人还需从一些
非银行的金融机构进行贷
款才行。在近期，一些民间
P2P公司开始入驻山东，在
很多企业贷款业务上也能
缓解银行的放贷压力。以青
岛为例，一个月内，就有鲁
金 所 和 点 融 网 来 青 驻 点 。

“主要也会做一些关于企业
贷款方面的业务，帮助青岛
市企业拿到更多低价的贷
款融资。”点融网首席市场
官潘静告诉记者。

央行降息降准
虽然目的在于维稳
股市，但是，作为普
通市民的我们也要
明白，随着降息降准
的到来，一些生活中
的细节将会因此而
改变。

此次央行的降息令中提
到：个人住房公积金5年以上
贷款利率由调整前的3 . 75%
降为3 . 5%左右，商业贷款基
准利率也由调整前的5 . 65%
下调为5 . 4%左右，相当于此
前利率打了9 . 56折。而一般
来讲，公积金贷款或商业房
产的贷款、还款利率是跟央
行的基准利率挂钩的。

因此，此番基准利率的
降低对于一些想要贷款买房
的家庭来说，房贷压力变小
了。一家国有商业银行的房
贷业务经理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以贷款100万元，按照基
准利率按等额本息方式分20

年还清为例，降息前月供为
6964元，降息后月供为6823
元，每月减负141元，全年可
减负 1 6 9 2 元，总利息减少
３．３９万元。而经历2014年11
月至今的4次降息后，每个月
已少还了662元。

据了解，从5月11日降息
时起，长期房贷的“倒挂效
应”就进一步拉大，以五年期
为 例 ，当 时 的 存 款 利 率 为
5 . 225%，贷款利率为5 . 1%，
而在此次降息之后，这种倒
挂效应进一步显现，房贷业
务中，银行基本是靠“倒贴”
完成的。

据记者查询，目前的房

贷利率已经降至10年以来最
低值，此前2005年3月央行第
一次加息后，5年以上房贷利
率一直不低于5 . 51%。有开发
商表示，如今已经到了买房
的最佳时机，此次降息无疑
会加速购房者积极入市。而
且近期房价处于一个止跌反
弹的态势，降息会促使此前
部分观望的购房者改变入市
策略，进而积极办理按揭贷
款和购房手续。这都能够带
来第三季度市场成交量的继
续上升。一二线城市预计会
陆续进入房价上涨的通道
中，部分三四线城市也将完
成止跌的过程。

楼市利好：

房贷压力变小,百万元贷20年每月少还14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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