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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建议

房贷新政出台 未来利率更市场化

贷款人可与银行协商约定利率重定价周期，最短为1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8 月 25 日下午， 中国人民银行发

布《关于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调整的公告》

（下称 《公

告 》）

显示，自 10 月 8 日起，新发

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以最

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 加

点数值应符合全国和当地住房信

贷政策要求，体现贷款风险状况，

合同期限内固定不变。 业界认为，

本次发布的《公告》不仅可使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更完善， 还能有效

确保区域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的

实施。

当前买家利息支出影响不大

本次《公告》中的基点为万分

之一，若在房贷合同中写入加 100

基点即为 1.00%，这意味着“基准

利率”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人民银

行有关负责人就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答记者问时解释称， 公告主要

针对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仍按原合

同执行。 定价基准转换后，全国范

围内新发放首套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 LPR

（即贷

款基础利率，按

8

月

20

日

5

年期

以上

LPR

为

4.85%

）

；二套个人住

房贷款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限

LPR 加 60 个基点

（按

8

月

20

日

5

年期以上

LPR

计算为

5.45%

）

，与

当前我国个人住房贷款实际最低

利率水平基本相当。 同时，人民银

行分支机构将指导各省级市场利

率定价自律机制及时确定当地

LPR 加点下限。与改革前相比，居

民家庭申请个人住房贷款， 利息

支出基本不受影响。

由于新《公告》中规定，借款

人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时，

可与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商约定利

率重定价周期。 重定价周期最短

为 1 年。 利率重定价日，定价基准

调整为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 所以在此之前

若遇加息或降息， 第二年伊始的

“月供金额”均会重新计算；在新

规实施后，有可能每年一调，也可

能数十年贷款期都不变。

未来贷款定价更市场化

落实到各个地方来说，新《公

告》 要求人民银行省一级分支机

构应按照“因城施策”原则，指导

各省级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

在国家统一的信贷政策基础上，

根据当地房地产市场形势变化，

确定辖区内首套和二套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加点下限。 这使

得房贷利率更加市场化， 各地银

行根据自身情况可做更多的灵活

调整。

业内人士表示， 此次央行政

策属于利率双轨制下的一次重大

改革， 而房贷本身普遍属于五年

期以上的贷款内容， 所以也是受

影响较大的贷款产品， 未来贷款

的定价将更市场化。

同策集团首席分析师张宏伟

认为， 从 LPR 趋势来看， 首套

房贷利率可能会小幅下降。 对

于房地产市场， 地方是有自身

市场经济的打算的， 商业银行也

有上浮利率的意愿和冲动。 在此

基础上， 首套房贷利

率可能迎来下降， 不

过实际执行情况还有

待观察。

此外 ， 易居研究

院总监严跃进表示，

类似政策在实际过程

中， 或会倒逼近期部

分购房者积极办理贷

款。 尤其是房地产交

易领域中， 往往会存

在放大政策效应的地

方， 所以不排除近期

部分在看房的群体或

加快交易。 相关购房

者应该理性科学看待

央行此次政策， 不能

简单以贷款利率将上

调或下跌等来判断政

策导向。

现在申请房贷 十一后再及时调整

根据《公告 》，新贷款政策将于

10

月

8

日起正式执行。 那么，正在申请房

贷的市民， 是按照目前的上浮基准利

率申请划算，还是等

10

月

8

日之后按照

LPR

申请划算？

对此， 广州知名按揭专家郑大源

表示，这个没办法给出明确的答案，因

为当前的房贷利率大家比较清楚 ，很

容易算出来。 可是执行

LPR

后的利率

是多少，暂时谁也不清楚。从中央到地

方再具体到每家银行确定本行的利

率，有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大概需要

等

9

月下旬才会有确定的消息。 而

9

月

20

日又会出新的

LPR

利率 （当前的利

率

4.85%

到时候就会失效）， 关键的是

在每一个当前有效的

LPR

利率基础上

加多少个基点， 这才是各个银行执行

的利率，遗憾的是现在大家都不知道。

此外，郑大源还表示，基准利率是

国家央行制定的， 可以理解为这是货

币的价值。

LPR

是当前市场的需求，可

以理解为这是货币的价格， 价格总是

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 申请房贷通常

又是申请

30

年，即便考虑提前还清，也

是需要好几年。所以在漫长的岁月里，

一定会出现

LPR

围绕基准利率上下波

动的情况。

目前

LPR

为

4.85%

，相比基准利率

4.9%

略低一点， 相信以后一定会出现

LPR

利率相比基准利率略高的局面。

为此， 郑大源为正准备申请房贷

的提议一个办法：选择现在申请，如果

十一后的利率比现在低， 那就撤销当

前申请， 重新申请甚至更换一家银行

申请。如果十一后的利率比现在高，则

现在的申请依然有效。

律师在线

房屋产权要核实 谨防无效合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莎琳 ）

房

屋存在多个共有人的时候， 签订合同

时必须所有共有人都在场签名确认，

或者要出示相关的公证委托书， 证明

代理人有交易买卖的权限， 否则会导

致合同无效。

周先生与周小姐共同继承拥有一

套房子， 各占 1/2 产权， 他们共同委

托某中介公司进行房屋放盘。 李先生

经过该中介公司找到了周先生， 经过

多次见面磋商及到现场看房后， 确定

将购买该房屋， 遂与周先生商定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 签订合同当天， 中

介公司工作人员现场通过周先生拨通

了周小姐的电话， 得到周小姐口头承

诺会在 《买卖合同》 中补签名。 因此

李先生与周先生通过中介公司签订了

合同， 同时交付了 3 万元定金。

没想到， 到了要交易过户的时候，

周小姐却明确拒绝签订该 《买卖合

同》。 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 李先生与

中介公司依合同约定将案件诉至仲裁

委员会进行仲裁。 因房屋为周先生与

周小姐按份共有， 该 《买卖合同》 事

后没有得到周小姐的签名确认， 而李

先生与中介公司也无法提出周先生有

代理权限的有效证明， 故仲裁机构仲

裁该 《房屋买卖合同》 为无效合同，

周先生返还已付定金 3 万元， 中介公

司不得追偿佣金。

广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律师表示，

在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 的同时， 买

方要知悉房屋的产权情况。 若房屋存

在多个共有人， 签订合同时必须所有

共有人都在场签名确认， 或者要出示

相关的公证委托书， 证明代理人有交

易买卖的权限， 否则会导致合同无效。

中介公司收取服务费用的前提是买卖

双方签署的合同成立并生效， 倘若

《房屋买卖合同》 无效

（即买卖关系无

效）

， 必然会导致居间关系的无效。 为

此， 买方无法从卖方违约上保障自身

的合法权益， 而中介公司也无法追回

中介费用。

新政实施后，房贷利率将更加市场化。 信息时报记者 罗莎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