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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出台

外地楼市止跌回升

9月30日， 央行新政出台之后，

全国等地的楼市有了较为显著的变

化。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十

一长假期间， 北京市商品房网签量

同比下降超过30%， 但日均新增客

源量较9月份增加25.3%。 另据有关

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10

日，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量为8.4

万平方米，同比减少了22.3%，但明

显小于前三季度成交量同比下滑

32.2%的跌幅。

此外， 据媒体报道， 国庆长假

中， 杭州交出了成交804套新房、创

近四年同期新高的成绩单， 武汉主

城区新建商品住宅成交2135套、日

均销售305套，销量增长明显。

CRIC房地产信息集团研究中

心认为，调整“限贷”政策，救市力度

远超市场预期，市场活跃度相应有所

提升。尤其是针对改善型居住需求的

购房者来说，央行新政规定了首付减

少和利率优惠的政策使得二套房的

改善型需求开始释放。此外，市场层

面的一些开发商陆续取消优惠等消

息，也促进了购房者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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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央行利好政策出台

楼市优惠力度不减

提前还贷

是否划算？

9月30日，央行房贷新政通知正

式发布，在通知中明确提及7折利率

可根据情况执行和认贷不认房，二

套房还清贷款算首套两大方面的利

好。随后的国庆大假楼市，成都楼市

的开发商利用秋季房交会期间给出

大幅度的优惠， 不少开发企业也宣

称各自楼盘纷纷热销。 对之前买房

的购房者而言，此时该如何判断，是

否提前还贷？

市场情况

售楼部看房人群明显增多

央行的新政出台出后， 成都商

报记者在多个售楼部现场发现，看

房的人群开始变多。中洲·中央城邦

的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 在国庆节

期间去中央城邦现场的看房客明显

增多了， 项目开盘10天之内就销售

了140套房共计1.7个亿，超过了他们

之前的预期。 城南河畔新世界的相

关负责人也明确表示， 最近两周以

来，售楼部的到访人数明显增加。成

都商报记者在天府新区伊诚地产的

二手房门店了解到， 不少购房者主

动联系置业顾问想要买房和卖房。

业内人士表示，从市场各个层面

的迹象说明，目前购房者买房和换房

的需求较之前相比有了较为明显的

改善，尤其是结清房贷算首套房的新

政，让更多人看到了换房的机会。

银行提醒

要提前还贷 先算细账

工商银行成都某支行个贷中心

的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近

期咨询提前还贷的购房者较以往有

明显增加， 而且这些咨询的购房者

都在询问新政是否开始执行， 他们

今后换房能否享受到新政后二套房

按照首套房执行的政策。 工作人员

还提醒说，购房者如果要提前还贷，

需要还贷已经满一年之后， 并且应

提前向银行申请。

但即便购房者想要提前还清房

贷，农业银行理财师提醒，也要视情

况而定。农业银行理财师分析称，首

先， 虽然房贷新政规定贷款利率的

下限为基准利率7折，但是由于银行

资金成本的问题，目前7折利率相对

于银行来说是亏本的， 几乎不可能

出现。所以，对于曾经享受到7折利

率的购房者，提前还贷并不合算。

其次，考虑到已还款的时间，如

果购房者选择等额本息还款方式并

且已经到中期， 或者选择等额本金

方式还款周期超过三分之一时，在

这期间偿还的大部分是贷款的利

息，这个时候提前还贷并不合算。相

反，如果还款时间不长，提前还贷可

以明显节约利息支出。

此外，据记者了解，购房者想要

提前还贷或者结清房贷， 都需要提

前1～2个月的时间向贷款的银行提

出申请， 还需要赔偿数额不等的违

约金， 并且还要根据提前还贷的排

队人数等待几天到几个月不等的时

间。农业银行理财师建议，如果购房

者需要换房，要提前算好换房成本，

并及时咨询银行目前的执行利率，

以免换房成本过高。

提前还贷几种方式

对于决定提前还贷的贷款人而

言， 可根据自身经济状况选择适合

的提前还贷方式。据介绍，一般银行

主要提供五种方式：

1、全部提前还款，这种方式的

利息支出最少， 但需要贷款人量入

为出；2、部分提前还款，不改变月供

只缩短还款期限， 此种方式节省利

息较多；3、部分提前还款，只减少月

供不改变还款期限， 这种方式可以

减轻每月负担，部分节省利息支出；

4、部分提前还款，减少月供同时缩

短还款期限，这种方式既省利息，又

减轻月供压力；5、 剩余贷款保持总

本金不变，只将还款期限缩短。这种

方式虽然减少了部分利息， 但月供

要增加，相对来说不是太划算。

另外需要提醒贷款人的是，虽

然提前还贷可以节省利息支出，但

一般银行都要求还款时间超过一年

才能申请提前还贷，如果“违约”，

贷款人可能要承担一些费用， 需要

提前考虑。

成都商报记者 陈佳曜

黄金十年行将结束！

2014

年的阵痛，无非是传统模式向

新兴战略转型的交界地带———成长之痛， 转型之痛！ 郁亮

说，万科将积极定价。吴章焰讲，顺势而为！白银时代，规则重

建，只是这样的重建步伐早已开始，远在我们意识到之前！

较低的利润率、抬高的行业门槛、强调服务属性，将

成为白银时代房地产行业的三大铁律。 谁能够从传统的

高周转积极摸索到低利润率的开发盈利模式将是关键之

一。更重要的是，房地产开发不再是将银行资金、建筑总

包、物业管理、营销策划简单捏合的过程，不再是有钱都

能玩儿的土豪行业， 甩出去的一批中小企业将死在资金

周转上，死在产品创新能力上，更死在客户服务体系的建

立上———其实，他们是死在黄金十年最后的尾巴上！万科

放话说， 联手百度、 淘宝进行的尝试将彻底改写这个行

业；万达则讲，

O2O

的关键在于抓紧用户……

对消费者而言，更优质的产品，更完善的服务体系，

则将为他们赢来更值得期待的未来；对品牌而言，要在白

银时代抢得先手，占据高点，今年第四季度对市场份额抢

夺至关重要；对中小企业而言，看懂实力派企业的战略布

局，则是在滩涂之间生存下来，抢入新时代的关键所在。

成都商报第四季度重磅策划《楼市白银时代》，解读大品

牌企业的实力报告，让你读懂白银时代的房地产！

进入10月，楼市瞬息万变！不断的利好与不停歇的热销信息漫天乱飞———9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最新的房

贷政策，“利率七折”成为搜索热词；认贷不认房，实质性地给上一阶段的贷款政策划上句号；银行里咨询提前还贷人满为患。可另一

方面，真正的7折利率尚不见踪影，成都楼市存量房或将达到1000万平米……

所有的利好下面似乎都藏着一个对应的利空，看懂楼市买不买房的背后有着更多的信息纠结。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楼市的当

前信号？成都市场在2014年最后一个季度将是何走向？作为楼市中三个最为重要的参与者，银行信贷政策走向、开发商对后市的预

判、购房者心态的转变构成了成都楼市第四季多方博弈的局面。三方利益与心态交持续交织影响，伴随着房贷新政的影响逐渐深入，

包括公积金和二手房等利好消息不断释放下，开发商和购房者在面对当下楼市的态度不断转变，年底楼市的反转或可预期。

利率优惠：最低7折利率尚未出现

“和我们项目合作的7家商业银行中，只有邮政储蓄银

行和建行的房贷政策有了最新的通知。 目前邮政储蓄银行

口头通知的政策是结清首套房之后的二套房， 利率可以按

照首套房政策但首付需要提高至5成。建行的政策是首套利

率至少上浮5%，二套房利率至少上浮12%。”一家开发企业

的营销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目前还有招商银行的优

质客户首套房利率可以做到上浮6%，一般客户则需要10%。

成都商报记者近期也从四大国有银行获悉， 大部分银

行都已收到央行最新通知，但目前基本都以利率上浮5%～

10%在执行。 工行个贷中心工作人员称，7折利率对银行来

说是亏本的，按照现在的资金成本计算，基本9折才能保本。

高策新源董事长廖建华表示：“政策出台确实对市场产生

了实际推动作用，从数据看，国庆期间很多楼盘成交上扬非常

明显，一批观望客户也确实进入市场。”国嘉地产营销中心总

经理李涛称：“央行新政出台是有积极的影响， 因为贷款首

付和利率优惠可以让更多改善住房的需求得到释放。”

“央行政策并未见底，在初步释放了政策利好消息之后，

后续还是要看地方各家银行的执行力度。” 嘉进地产总经理

李昕认为，这次央行虽然宣布7折最低贷款利率，但从目前成

都各家银行放出的利率政策来看， 并不见得十分“优惠”。

“可能央行也会观察年底前全国楼市的情况， 如果情况依然

不如预期，或许央行会发文强制提高利率的打折力度。”

典型案例 吴女士家住东风大桥附近某小区，三年前，她和

男友结婚买了这个小区一套套二户型房子，今年10月，吴女士

喜得贵子，公婆特地从外地过来照顾，这样一来，五口人住在一

起显得非常拥挤，吴女士由此打算换房，按她自己的话说，限购

限贷解禁的新政出台，换房成本明显降低，可以入手二套房了，

她看上城南大源组团建发·鹭洲国际一套总价将近130万元的

房源，她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邮政储蓄银行目前“首付五成”

的政策算，这比原先“首付六成”少付13万元。吴女士同时也在

持续关注各大银行的新政策执行情况，非常期待利率“0.7倍”

早日执行。

新政陆续出台：利好不断释放

早在数月前， 就有不少的二手房购房者向成都商报记

者反映，银行放贷的速度非常慢，有的需要等上半年。而市

民李先生告诉记者，去年年底他买下了一套世贸城的房子，

直到今年7月贷款都没有放下来。“我一直在和开发商联

系，开发商告诉我是因为银行的信贷额度太紧，一直没有多

余的额度用来发放房贷。 而我也去咨询过我银行里面的朋

友，他们告诉我现在房贷已经不是银行的最优资产。银行现

在有比房贷更稳定赚钱的产品， 所以银行对房贷发放的额

度相应就变少。”

现如今，央行的7折利率的通知让更多的购房者有了更

多的希望。一方面，他们希望贷款能够更快地放出来，而另

一方面，他们更希望能够享受到最惠的7折利率。

就在本月13日，国家三部门联合发文，取消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保险、公证、新房评估和强制性机构担保等收

费项目，减轻贷款职工负担。成都商报记者也从成都市公积

金中心了解到， 目前成都公积金贷款的办理中已不再收取

个人住房贷款保险和新房评估两项费用。 加上从10月8日

起，公积金缴存余额在1.5万元以下的贷款申请人，原则上

均可以贷到30万元。

在房贷利率、公积金政策诸多利好因素的组合下，整

个第四季度的利好消息不断， 也在刺激着购房者的敏锐

的神经。

2014年的阵痛

双限解禁信号

VS

利率优惠难现

相关数据 双限政策取消前， 成都楼市的成交和土地市场

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双限政策”的取消刺激购房者入市，房企

抑制不住收紧优惠的同时， 必须面对存量高企的现状， 何去何

从？房企处于两难境地。

据高策新源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1～9月， 成都主城区

商品房共计成交560.3万平米，与去年同期相比下滑35.6%。而

在土地市场方面，嘉联地产的报告显示，今年1～9月大成都范

围内土地供应191宗，同比下降6.83%；土地成交133宗，同比下

降24.86%，成交面积9715.46亩，同比下降5.91%……据高策

新源的数据显示，截至房交会前的9月底，成都主城区商品房存

量已经达到1011万平米，去化周期超过14个月。而从今年过去

数个月的情况来看，存量也一直维持在900万平米的高位，去化

周期也在13个月左右。

开发商提价

VS

高库存走量

存量风险：借机走量维持资金链健康

嘉进地产总经理李昕认为：“现在开发商想要提价是

十分不理性的行为，目前应该做的是趁市场向好趁机走量。

除非是大型国企多元化经营的房企不差钱以外， 其余的企

业应该首先考虑维持资金链的健康。”

高策新源董事长廖建华向记者表示：“高策新源在项

目优惠措施的制定上，还是会根据项目本身素质、项目所在

区域的容量、 未来竞争态势等综合判断项目未来的价格走

势，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标准。”廖建华进一步分析称，供、

销、存、价四个指标是市场经济行为必须参考的重要指标，

房地产行业也一样，如果一个区域的供销活跃度高，但存量

大，那么这个区域机会与风险就并存；如果一个区域供销不

活跃，但存量又大，那么这个区域危险系数就比较高。这也

是今年为什么以来很多区域楼市出现问题的原因。

提价可能：无业绩压力或收紧优惠

在央行出台新政后， 微信朋友圈中曾经疯传过多家开

发商在国庆节后即将涨价的文件。 虽然事后被证明是有公

司在跟风炒作，但据记者了解，近期成都也有不少开发商取

消了前期推出的优惠或者正在考虑略微提价。

与此同时，据记者了解，成都多家一线房企在年初制定

的销售计划，截至目前都基本完成了前三季度的销售业绩。

而在接下来的第四季度， 不排除有企业因无业绩压力而提

价以保证整个公司的利润率。

“虽然现在有开发商在考虑提价，但也是因为他们之前

基本都是亏本在销售。和今年2～3月的价格相比，就算他们提

价也没有回到今年年初的水平。” 国嘉地产营销中心总经理

李涛表示，国嘉不会盲目跟风，会按照自己公司的节奏顺势

调整销售和价格策略，以应对今年年底四季度的市场变化。

PK3

典型案例 央行出台新政， 着实让小王高兴了一把， 这个

“贫穷”的高富帅终于下了换房的决心，小王的家境比较殷实，

不过父母养子不遵常理， 小王研究生毕业4年后购房未获得父

母支持，自己靠着积蓄付了首付，买了河畔新世界一套套二户型

房源。他告诉记者：“套二户型单身够住，将来结婚生子肯定要

换房，迟换不如早换，适逢央行新政出台，换房成本低了，打算就

在河畔新世界换个套四房源”。

不过， 小王有此打算却不十分着急：“今年房价挺平稳的，不

过有些楼盘降价不少，还想观望一下，万一房价还会继续降呢？”

而央行新政策“首付三成 利率七折”能否真正落地，他表示迟疑，

不过非常期待，“央行新政策落地后，就可以去售楼部看房了”。

消费层面

换房需求释放

VS

观望情绪并存

换房需求：刚需低利率 改善低首付

相较于刚需购房者而言， 首套房的利率优惠是最吸引

购房者的地方。购房者李先生表示：“今年下半年以来一直

在四处看房， 尽管这几个月以来开发商给出的优惠越来越

多，但也扛不住贷款利率过高啊。”李先生向记者算了一笔

账，他看中了一套93万的房子，开发商告诉他按揭最高可以

优惠5个点，算下来的总价88万多。但是按照现在银行首套

房也是1.1倍的利率贷款20年计算，和贷款基准利率相比利

息都要多给11万。“开发商给的优惠全部倒贴给银行不说，

还要多给6万多，简直太不划算了。如果央行新政出台之后，

贷款利率能够下调一些，那我利息都要少付好几万哦。”

而对于改善型住房的购房者来说， 首付三成则是最大

吸引力。“最近我们家决定换一套更大的房子。” 购房者黄

先生表示，如果按照之前二套房首付6成，利率至少提高1.2

倍这样高昂的换房成本，新政执行的首付3成和利率优惠让

他心动不已。“以前要买一套150万的房子，首付90万，共计

还贷119万，等于这套房子我要花209万才能买下来。现在我

如果首付三成和基准利率来算，总支出233万。尽管总房款

多了，但首付少了一半，我可以利用这笔45万的资金做其他

投资，20年时间完全足以弥补这部分的利息损失。”

观望情绪：未来市场走向仍有待观察

国嘉地产营销中心总经理李涛认为：“新政对于改善

型和高端住宅项目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在首付比例

和利率方面。 对于刚需产品和首置首改型房源的推动作用

则非常明显。”嘉进地产总经理李昕也表示，最后一季度在

政策和开发商促销的双重作用下， 市场层面来说将会十分

利好。

尽管刚需和改善型的购房者对央行的房贷新政十分向

往，但是对于高端和再改型客户而言，银行的利率政策并非

是影响他们置业的主要因素。 他们更在意的是产品细节和

对整体楼市的政策走向和未来国家对楼市的调控政策。同

时， 也有不少购房者还在犹豫目前的房价是否还有下探的

空间迟迟不愿出手。

高策新源董事长廖建华分析认为：“双限放松整体对

楼市更多的是中长期利好， 这个政策出来后虽然立即撬动

了不少需求入市，但从我们最新的监控数据看，这一周成交

又有一些下滑，因此，现在马上判断未来市场一直走好也不

现实。总体来说，去库存、尽量实现年度计划才是接下来开

发商需重点思考的。”

成都商报记者 陈佳曜 制图/帅灵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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