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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利率定价“换锚”，暂时对购房者影响不大

广州地区房贷利率保持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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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期货市场

成交量同比增三成

据新华社电

中国期货业协会8日

晚间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全国期

货市场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增幅

均超三成， 其中成交量同比增长

30.23%，成交额同比增长38.68%。

从数据看，尽管9月份受节假日效

应影响，成交量、成交额环比有明显下

降， 但就前三季度整体看，1~9月全国

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2898.21百万

手， 同比增长30.23%；1~9月全国期货

市场累计成交额为214.32万亿元，同比

增长38.68%。

其中，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上海

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位居成交量、 成交

额同比增幅的前两位。 中金所累计成

交 量 、 成 交 额 同 比 增 长 分 别 为

166.00%、176.41%；上海国际能源交易

中心成交量、 成交额同比分别增长

112.86%、89.99%。

华夏查理智投荣登

中国智能投顾先锋榜

近日，2019中国AI金融探路者峰

会在深圳举办，包括基金公司、银行、

消费金融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第三方

支付平台等近100家公司携代表产品，

共同参评2019中国金融科技先锋榜。

华夏基金全资子公司华夏财富旗下智

能投顾产品———华夏查理智投从众多

优秀金融产品中脱颖而出， 荣登2019

中国智能投顾先锋榜。

华夏查理智投继获得2018中国金

融科技先锋榜综合奖后， 又荣登2019

中国智能投顾先锋榜， 显示了其在智

能投顾领域的综合实力， 华夏财富通

过金融科技打造智能化财富管理服务

的实践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据悉，华夏

查理智投借助金融科技， 通过客户画

像和场景定位精准挖掘客户实际需

求，将一整套客户需求分析、资产配置

建议、构建投资组合、投后管理与回顾

等嵌入查理智投， 可提供一站式资产

配置服务。

□

信息时报记者 梁海祥

10月 8日，房贷利率正式“换

锚”。 根据此前央行的公告，房贷

利率开始由此前的参考贷款基准

利率转变为参考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LPR）定价。 据记者了解到，广

州地区的房贷利率暂时保持平

稳， 大部分银行的房贷业务已完

成了采用最新 LPR 报价加点的方

式进行。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 LPR

下的房贷利率变化对购房者影响

不大。 而从长期来看，LPR下的房

贷利率不排除有下调的可能。

新房贷将采用

LPR定价方式

根据央行公告，自 10 月 8 日起，

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 LPR 为定

价基准加点形成。 也就是说，今后房

贷利率将挂钩 LPR， 也就是市场上

说的“换锚”。 以北京为例，房贷利率

“换锚”后的利率下限为：首套房贷利

率 不 低 于 LPR +55 个 基 点 ， 即

5.40%； 二套房贷利率不低于 LPR+

105 个基点，即 5.90%。

那么广州市内的情况如何呢？多

家银行的相关人士表示，10 月 8 日

起新发放的房贷已采用 LPR 的定价

方式，报价方式为 LPR 的加减点。

广州工行的相关人士对记者表

示，自 10 月 8 日起，对适用最低首付

为三成、四成、五成的个人住房贷款，

按 LPR 首套房利率执行， 按照 5 年

期以上 LPR+54 个基点

（即执行利率

为

5.39%

）

； 对适用最低首付为七成

的个人住房贷款， 按 LPR 二套住房

利率执行，按照 5 年期以上 LPR+79

个基点

（即执行利率为

5.64%

）

。

广东中行的相关人士表示，新接

单的个人住房贷款将全部采用 LPR

定价方式，报价方式为 LPR 加减点。

具体将根据借款人的信用记录、还款

能力、综合贡献以及同业市场定价等

因素合理确定每笔贷款的具体加点

数值。

浦发银行的相关人士说，目前住

房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为 LPR+55~

105 个基点区间范围，二套房房贷利

率为 LPR+60~105 个基点的区间范

围。

汇丰银行相关人士表示，目前首

套房贷利率为 LPR+5 个基点 ，即

4.9%，与基准利率持平；二套房贷利

率为 LPR+60 基点，即 5.45%。

另外，也有银行已提前一个月参

照 LPR 发放贷款。 招商银行总行的

相关人士就对记者表示，在房贷业务

上，该行先于央行公告的房贷业务定

价统一转换的底线时间 10 月 8 日，

提前 1 个月开始推广执行。

暂时对购房者影响有限

随着LPR定价机制改革的推进，

未来房贷利率的定价方式和利率水平

等都会发生变化，对于购房者来说，有

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购房成本。 由于房贷利率

挂钩LPR，利率水平将会发生变化，进

而也会影响住房按揭贷款的成本，即

月供金额的大小。 根据易居研究院《中

国LPR房贷利率报告》， 北京9月份执

行的是“央行基准利率×

（

1+

浮动比

例 ）

”，100万元本金、30年期的等额本

息贷款的首套购房，月供额为5609元。

而10月份执行的是“LPR基础利率+基

点”，同样的贷款，月供额为5615元。 据

此计算， 每个月多支出的月供额为6

元。 可以看出，房贷利率及购房成本均

有所增加，但变化不大。

其次，根据央行公告，此次房贷新

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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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率重新定价周期。 央行公告明确，个

人住房贷款利率重新定价周期可由双

方协商约定，最短为1年，最长为合同

期限。 借款人和贷款银行可根据自身

利率风险承担和管理能力进行选择。

每次利率重新定价时， 定价基准调整

为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LPR。 如经

借贷双方协商一致， 约定重新定价周

期为1年，贷款利率“于1月1日调整”，

则贷款利率会在每年的1月1日按照上

年12月20日LPR加点重新计算。广东中

行相关人士还对记者表示，该行LPR重

新定价周期暂以选择12个月对月对日

浮动的方式向客户报价。

对贷款规模应量力而行

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陈嘉

宁指出， 房贷利率新规对于当下房地

产市场影响有限， 购房者可以参考首

付比例、 各地的限购限贷政策、 个人

的收入和资产水平等诸多因素， 综合

进行评价和决策。 由于 LPR 的引入，

不排除新的房贷利率比老政策

（基准

利率）

有更大的波动性， 这也意味着

更大的利率风险。 因此， 建议购房者

在测算月供和贷款规模时， 应结合自

己的收入水平， 留足余额， 量力而

行。 如每月到手收入为 2 万元的购房

者， 建议考虑将月供额度设置为 1 万

元， 按等额本息

（利率

5.9%

）

、 20 年

贷款期限计算， 可贷额度在 150 万元

左右。 这样配置， 一方面保证了每月

有 1 万元的消费/生活开支或者储蓄，

不会影响到生活质量； 另一方面， 即

使房贷利率出现向上波动， 每月多支

出上千元房贷月供， 也是可以接受

的。 反之， 如果余额不足， 虽然可贷

金额有所提高， 但是受到利率风险的

影响也相应增大了， 严重的可能会影

响生活质量。

陈嘉宁还指出， 目前的房贷利率

新规仅限于商业贷款， 公积金贷款仍

沿用老办法，不仅利率更低，而且利率

波动小，利率风险更低。 故在同等条件

下，如果条件允许，建议选择公积金贷

款。 如果公积金贷款额度不够，也可以

考虑公积金+商贷混合模式。

也有分析人士认为，LPR 下的房

贷利率在将来不排除有下调的可能。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

认为，从趋势上看，当前全球降息的动

作依然会持续， 而国内降息预期也会

进一步强化，这都会对 LPR 及 LPR 下

房贷利率等产生影响。 从近期房贷市

场的政策面看，“房住不炒” 是重要的

指导思想， 这也决定了房贷政策短期

内不会放松。 但后续随着金融环境的

进一步宽松， 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周期

性调整， 预计 LPR 下房贷利率将有进

一步下调的可能。

名词解释

什么叫

LPR

？

LPR

是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Loan Prime Rate)

的英文简称， 是指

金融机构对其最优

质客户执行的贷款

利率， 其他贷款利

率可根据借款人的

信用情况， 考虑抵

押、期限、利率浮动

方 式 和 类 型 等 要

素， 在此基础上加

减点确定。

上期所推进大宗商品

交易市场体系建设

据新华社电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 8 日和上海期货交易所签约

实施战略合作， 共同推进大宗商品交

易市场体系建设， 探索现货市场与期

货市场在交易、结算、资金监管、仓单

互认、智慧仓库等方面的联动，进一步

开展期现联动模式的创新。

据了解， 此次合作将推动上期标

准仓单交易平台和中国宝武旗下欧冶

云商及上海钢铁交易中心之间的期现

联动，共同打造高能级的要素市场，助

力传统产业提升经营质量， 助力期货

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发挥， 探索

与钢铁等产品相关的仓单交易、 报价

专区、订单交易、结算服务等创新业务

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