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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贷利率触顶迹象显现？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分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30865
许可证机构编码：000138150000
机构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85号太伟方恒广场

B座20、21层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赵卫军
邮政编码：010020
联系电话：0471-3299201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且经过总公司授权同意的其它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2日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30881
许 可 证 机 构 编 码 ：

000138150100
机构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

市新城区新华东街85号太伟方恒
广场B座20、21层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
杨波

邮政编码：010020
联系电话：0471-3299269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
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且经
过总公司授权同意的其它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26日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巴林左旗支公司 (地址变更)
许可证编号：0230858

许 可 证 机 构 编 码 ：
000138150422

机构住所：赤峰市巴林左旗

林东镇振兴大街东段路北122号
楼第二、三层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
刘志华

邮政编码：025450
联系电话：0476-5774988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
险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且经
过总公司授权同意的其它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2月13日
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额济纳旗支公司(开业公告 )
许可证编号：0165005
许 可 证 机 构 编 码 ：

000014152923
机构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阿

拉善盟额济纳旗达来呼布镇赛罕
桃来路64号移动公司二楼

负责人姓名：朱怡安
邮政编码：735400
联系电话：18648301230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

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
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月25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兴安盟中心支公司扎赉特旗
新林镇营销服务部（经营保险业
务许可证遗失）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30日
负责人：张鸿苍
机构住所：兴安盟刘春光扎

赉特旗新林镇房屋。
邮政编码：137626
联系电话：0482-3971261
机构编码：000018152223001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

险（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
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
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
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6年04月12日
保险公告刊登热线:
1384715863018047140678

内蒙古保险颁（换）发保险许可证公告

《经济参考报》3月29
日刊发题为《局地现松动
整体房贷利率显触顶迹
象》的报道。文章称，随着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
房地产调控思路的深入，
房地产市场明显稳定。同
时，随着市场流动性的改
善，2019年房贷利率结束
了此前单边上涨的趋势，
触顶迹象显现，部分地区
利率出现松动。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
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保持政
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
房地产金融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预计2019年主要城
市的房地产供应量相对稳
定，房贷利率将整体上稳
中有降。

部分城市利率有松动

迹象

最近，有多个城市的
房贷利率出现松动。融360
大数据研究院监测的最新
数据显示，宁波地区房贷
利率3月出现下调，下调后
首套房贷利率从此前的上
浮15%，调整至最低可以执
行基准上浮5%，二套房利
率从此前执行基准上浮
20%，调整至最低执行基准
上浮10%。

深圳方面，多家银行
首套房最低可执行基准上
浮5%，二套房利率最低可
执行基准上浮10%。其中，
15家银行下调了首套房贷
利率。中、农、工、建、交、邮
储6家国有大行及5家股份
行的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
可执行基准上浮5%；光大
银行则从之前的基准上浮
20%下调至10%。

若从全国整体情况来
看，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监
测的首套房贷款利率数据

显示，2019年2月全国533
家银行分（支）行中，有147
家银行首套执行基准利率
上浮10%，较上月增加15
家；153家银行首套执行基
准利率上浮15%，与上月持
平；118家银行首套执行基
准利率上浮20%，较上月减
少8家。全国二套房贷款时
隔8个月后首次回归至6%
以下水平，平均利率为
5.99%，连续4个月回落，较
1月回落3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房
贷利率微调的同时，放款
也有加速迹象。《经济参考
报》记者也从多家在北京
的中介机构和银行了解
到，银行批贷和放款进程
较为顺畅。一位国有大行
工作人员对记者说，目前
贷款审批在1周左右，批贷
之后放款的速度和贷款规
模有关，但整体而言很快。
也有股份制银行工作人员
对记者说，审批之后放款
在1~2个工作日之内。

一位房屋中介工作人
员也对记者表示，贷款方
式不同，放贷周期可能有
所不同。商业贷款一般很
快，大约一星期左右，面签
到银行批贷就都能全部完
成，放款大约在过户后半
个月到20天左右。如果是
公积金贷款，流程没有商
贷那么快，不过从提交材
料、面签到银行批贷，也就
10天左右。

“稳”仍是主基调

但值得注意的是，重
点城市的房贷利率并未见
松动。以北京为例，目前基
准利率为4.9%，首套房利
率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
10%，即5.39%，二套房在基
准利率基础上上浮20%，即

5.88%。记者询问了多家位
于北京地区的银行分支机
构，大部分银行目前仍在
执行这一标准，并无松动。
太原某银行的人士也对记
者称，近期房贷利率并未
有下调迹象，整体以稳为
主。

一位国有大行总行人
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
说，目前银行房贷业务整

体基调较之前没有大变
化，相关利率政策可能在
各个地区之间会有一些差
别，整体房贷业务的增长
也还是较为平稳。

事实上，根据日前各
上市银行发布的年报，各
银行开展住房信贷业务的
主基调仍可用“稳健”来形
容，部分银行房贷投放增
速有所上升，不过增速也
在10%~20%之间。

中国建设银行年报显
示，截至2018年末，个人住
房贷款余额47535.95亿元，
较上年新增5405.28亿元，
增幅12.83%，余额居同业
首位。浦发银行整体个人
贷款总额14707.54亿元，较

上年末增长19.43%，其中
住房按揭贷款总额5850.07
亿元。

中信银行称，报告期
内，本行继续遵照我国各
级政府房地产调控要求，
开展住房按揭贷款业务。
住房按揭贷款余额6292.15
亿 元 ， 比 上 年 末 增 长
1364.52 亿元，增速比上年
提高10.54个百分点。招行

表示，结合各地房地产调
控政策，以支持居民合理
自住购房需求为导向，稳
健发展房贷业务。截至报
告期末，本公司住房贷款
余额9213.47亿元，较上年
末增长11.57%。

平安银行也称，“本行
严格落实国家政策规定和
监管要求，支持居民家庭
首套自住购房需求，并将
继续在合规和符合监管要
求的前提下稳步开展住房
信贷业务，强化住房信贷
管理，优化信贷结构，进一
步服务客户，支持实体经
济。”

数据显示，截至2018
年年末，平安银行住房按

揭贷款余额1823.63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19.3%。平安
银行还表示，其住房按揭
贷款通过进一步调整客群
结构，加大对优质客户的
投放力度，有效提升新发
放贷款质量，按揭贷款不
良率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
房贷业务仍是比较安全的
资产，银行有动力去发展，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市场
流动性有所改善，银行资
金也比较充足。在市场需
求的推动下，银行房贷业
务保持一定增速有其合理
性。不过，比起2016年和
2017年，目前银行整体的
房贷业务增速还是比较稳
健的。

房贷利率见顶或存微

调空间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
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接
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自2018年央行定
向降准、全面降准措施落
地后，2019年流动性合理

充裕，银行手头资金充足。
这种情况下银行下调房贷
利率，属正常操作，与此同
时，当前银行风险偏好仍
低，个人房贷尤其是首套
房房贷不良率的历史表现
较好，是银行的优质资产，
以低利率政策加大投放很
正常。未来，个人房贷利率
后续仍有下调空间。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
析师王青表示，历史上看，
房贷利率运行趋势一旦形
成，通常会持续一段时期。
此外，未来央行货币政策
的“宽信用”取向不会改
变，还会继续引导长端利
率适度下行。“接下来几个
月房贷利率下行趋势仍会
延续。不过，考虑到当前

‘宽信用’主要针对民营、
小微企业等实体经济，房
地产领域仍是抑制泡沫、
防范风险的重点对象，未
来房贷利率下降势头仍将
会比较缓和。”

“与往年相比，房贷规
模增速在逐年下降，利率
下调暂时没直接影响房贷
规模的变化。”融360大数
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表
示，2019年房地产市场的
政策基调是进一步满足有
刚需和改善性需求用户的
合理住房需求，严格管控
投机性购房行为。因此，在
房地产金融风险可控的前
提下，预计2019年主要城
市的房地产供应量相对稳
定，房贷利率将整体上稳
中有降。

李万赋认为，2019年
整体房贷利率仍有一定的
下调空间，但是不同省市
下调的空间和时间会有一
定的差异。整体来看，一线
城市的房贷利率仍会低于
其他城市，但下调幅度不
会过大。（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