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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目前杭州市大多数银行
为客户办理购房按揭贷款最长可以贷
到法定退休年龄，即男性65岁，女性60
岁。而一家国有银行杭州市分行推出的
接力贷最长可贷到80周岁。

媒体报道：
“接力贷”最长可贷到80岁

通常来说，购房者男性年满35周
岁、女性年满30周岁后计划买房，房贷
的借款期限就从最长的30年开始压
缩，购房越晚，按揭期限越短，月供压
力逐渐上涨；年龄越接近退休年龄，就
越难从银行申请到贷款，已经退休的
人原则上无法申请到贷款。

根据浙江在线报道，2018年12月28
日，记者以购房者的名义向执行“接力
贷”的一家国有银行某支行的一名客户
经理咨询，得到了确切答案。该行原先
规定最长可贷到70周岁，此次足足延长
了10年，“最长可贷到80周岁，确有此
事。这是我行的最新政策，目前我行在
杭州的所有支行都已开始执行。”

浙江在线报道，一位张女士说，“要
是这个产品早点出台，我们买房就不会
像现在这样压力大了。”去年5月底她参
加中铁建西湖国际城的摇号登记，为了
增加摇中几率，他们决定夫妻俩和公婆
同时登记。结果他们没摇中，公婆摇中
了。“公婆都已60多岁，问了几家银行都
说没法贷款。房子总价接近400万，只好
四处凑钱一次性付款。”张女士尴尬地
说，虽然摇中红盘令不少人羡慕，但是
全款的压力只有自己知道。

当事银行：
接力贷主要针对年轻购房者

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此次推出“接力贷”的是一家国有银行
杭州市分行，其与普通商业房贷最大
的不同是，该款借贷产品增设了申请
人的父母或子女作为共同借款人。

该国有银行杭州分行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分行推出“接力贷”的主要目标
群体指向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购房者，
由于年轻人正处于事业起步阶段，有购
房刚需但又收入有限，难以承担购房贷
款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一旦贷款人因
经济状况不佳难以偿还贷款时，还款任

务将由父母作为共同借款人“接力”完
成。这是“接力贷”的“顺操作”。

将父母方作为第一借款人，将子女
作为共同借款人，这是“接力贷”的“逆
操作”。由于父母辈年龄较大，贷款回收
风险难以预估，银行在一般不会进行这
样的“逆操作”。同时，为防止炒房者利
用父母名义购得额外的商品房进行炒
卖，“接力贷”在原则上不会接受父母一
方作为主要借款人进行申请。

上述分行的工作人员表示，虽然原
则上不允许父母一方作为主要借款人，
但是“接力贷”并非绝对不能贷给父母。
只要在限购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父母方
有在杭州市购买首套房屋的资格，同时
符合有收入稳定的固定工作、征信状况
良好、健康状况良好等条件，父母方同样
可以作为主要借款人进行“接力贷”。但
是借款期限并不是“80岁”，而是75岁。

以一名在国企工作、收入稳定的
60岁老人为例，老人退休以前在杭州
市购买房屋，可以申请“接力贷”。主要
借款人是本人，贷款按揭期限最长可
以到75岁，即15年。如果以子女作主要
借款人，父母方作为共同借款人就没
有年龄限制了，这种情况下，不论是

“75岁”还是“80岁”，基本上没有太大
讨论意义。

开发商：
是否选接力贷客户自己决定

杭州万科旗下一家楼盘销售处的
员工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发
放接力贷的银行与该楼盘不存在合作
关系，在顾客购房过程中，销售处会优
先推荐顾客使用与该楼盘有信贷合作
关系的银行进行按揭贷款。如果购房
者执意使用“接力贷”进行按揭，需要
与开发商高层协商。

而浙江恒大旗下一家楼盘的销售
员则告诉记者，该楼盘与发放接力贷
的银行有合作关系。在信贷产品的选
择上，客户拥有绝对的自由，销售处不
会干涉。在贷款申请过程中，如果申请
人年龄偏大，银行不愿冒险做“短期”
按揭的，销售处会协助客户与银行方
面沟通解决；如果沟通失败或申请人
年龄超过银行规定，销售处会根据客
户本身条件和具体情况斟酌，建议客
户选择分期付款的方式进行购房。

卡航增持南航股份

1月2日晚间，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方航空）发布公告称，卡塔尔航
空于12月28日通过沪港通及香港联合交易
所买入南方航空8600股A股及6000股H股，
本次权益变更后，卡塔尔航空增持南方航空
股份至5%。

此前，卡塔儿航空分别于2018年11月与
12月多次买入南方航空A股及H股，在本次
权益变动前，卡塔尔航空共持有南方航空总
股本的4.9999%。

卡航主动在二级市场购入南航股份，是否
意味着双方将在国际航线上展开更多的合作？

民航资源网专家林智杰认为，卡塔尔入
股南航，更像是财务投资。一是从入股方式
看，在二级市场上直接买，这至少说明，在目
前南航和卡航可能还没有谈或没有谈妥下
一步深入合作的事；另外，从网络协同上看，
卡航打造中转枢纽，希望把中国的旅客通过
多哈，送到欧洲；而南航作为全球网络型航
空，看重的也是洲际市场，多哈枢纽和广州
枢纽相互竞争，竞争大于合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费成鸿

多家航空公司
5日起停收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1月2日~3日，祥鹏航空、深圳航空、海南
航空、大新华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陆续对外
宣布，自1月5日（出票日期）起，暂停收取国
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这意味着，国
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再次进入0元时代。

据了解，2018年6月5日，时隔三年，航空
公司恢复征收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而在不
到一年时间内，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先是经
历了“三连涨”，后又在去年12月5日迎来首
次下调，降为每位旅客收取10元或30元（800
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费成鸿 俞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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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接力贷 传宗接“贷”？

昨天，浙江在线的一篇《杭州某银行规定房屋贷款最长到80岁 两代人接力还款》的新闻引发舆论广泛关注。
根据浙江在线报道，杭州有银行放宽了房贷政策限制，推出一款名为“接力贷”的信贷产品，该产品规定按揭贷款
期限最长可截至贷款申请人80周岁，打破了现有贷款政策中的最高年龄纪录。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子女作为第一借款人，父母作为共同借款人

顺操作

逆操作

年轻人有购房刚需，但收入有限，一旦贷款人因经
济状况不佳难以偿还贷款时，还款任务将由父母作
为共同借款人“接力”完成，借款期限到 岁。

父母方有购买首套房屋的资格，有收入稳定的固定
工作，征信状况良好，健康状况良好，可以作为主要
借款人进行“接力贷”，借款期限到 岁。75

父母作为第一借款人，子女作为共同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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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几家银行表示，接力贷仍然存在，近几年没有办理过

透视接力贷真相

事实上，“接力贷”并不是一个新生的事物。
在购房贷款的发放上，贷款年限和还款能力是金融机构最看重的两个因素。多年前，

为了满足部分借款人需求，多家银行都推出了类似于“接力贷”或“合力贷”这样的产品
——以父母作为所购房屋的所有权人、子女作为购房贷款共同还款人；以子女作为所购
房屋的所有权人，父母作为共同还款人。这类产品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借款人因年龄偏
大导致借款年限太短，或是借款人太年轻，收入偏低，还款能力不足的问题。

在“认房又认贷”的限贷令出台后，“接
力贷”“合力贷”一度在某些城市比较火爆，
部分购房者通过这类产品绕道限贷令贷款
购房。然而，这种钻空子的行为很快被监管
部门察觉，部分银行也主动叫停。2010年，
成都商报就报道了某国有银行率先叫停

“接力贷”，后来陆续又有银行对相关产品
进行了调整，堵住了漏洞。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

田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银行贷款一
般是需本人贷款本人还款，比如说你是购房
人，承贷人，你去银行贷款，你应该是还款
人，需要提供必要的收入证明，这个是一个
正规的贷款程序。在合力贷、接力贷等产品
中出现了一种不一致的情况，即借款人可能
不是直接还款人，虽然他们之间存在直系亲
属关系，属于利益共同体，但这并不符合贷
款的真实性原则，属于一种打擦边球行为。

绕道限贷令绕道限贷令？？监管堵漏 2010年曾被银行叫停

2
还款到还款到8080岁岁？？理论上可到90岁，几乎没办理过

1月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四
川几家银行获悉，接力贷这类产品仍然存
在，但近几年几乎都没有办理过，银行也很
少主动推荐。据四川一家银行个金部相关
人士介绍，该行的接力贷，借款人年龄+贷
款年限最长不超过70岁，假如有一对60岁
的夫妻申请贷款，按规定最长贷款年限不

超过10年，但如果将子女纳入共同还款人，
在审核贷款年限的时候，就可以参照子女
的年龄来审核，如果子女未超过40岁，最长
贷款年限就可以做到30年。换言之，60岁的
父母理论上最长可以还款到90岁。

这比杭州推出的接力贷最长发放到80
岁还多10年。

3
减轻购房压力减轻购房压力？？任一还款人有房 按二套房审核

一些人申请接力贷是为了减轻购房的
资金压力，不过，某国有银行杭州市余杭区
一家支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将父母方
作为“接力贷”的主要贷款人申请房贷其实
并不“实惠”。当前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大部
分中年夫妻几乎名下都有房产，而杭州对
于第二套房产的按揭政策是，首付6成起，
利率也要比购买首套房高得多。如果以父
母的名义购房给子女居住，用“接力贷”进
行按揭贷款只会徒增财务费用，不如以子
女作为主要借款人贷款划算。

四川几家银行的相关人士说，在审核
贷款申请时，银行会审核所有还款人的购

房资质。即便父母是首次贷款买房，若子女
名下已有一套房，银行仍会按二套房的首
付比例和利率来审核。

在四川另一家银行，相关人士证实，在审
批贷款申请时，会对所有还款人以家庭为单
位审核，而不是只审核主借款人。据称，接力
贷已存在好几年，不过“几乎没有人”申请办
理，一方面是银行很少主动推荐，除非客户
有需求，另一方面，相比还款能力，对不少家
庭来讲，购房或贷款资质或许更重要，人们
不愿把已成年的子女和父母捆绑在一起申请
贷款，“以后子女有了独立还款能力，申请贷
款时会受到影响。”

4
放宽放宽房贷限制房贷限制？？双重审核 接力贷申请难度增大

媒体报道称，杭州有银行放宽了房贷政
策限制。对此，该银行工作人员表示，申请“接
力贷”不仅要求主要借款人具备收入稳定、信
用良好、具备购房资格等条件，同时还要求共
同借款人也具备收入稳定、信用良好、有辅助
偿还能力等条件。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接

力贷”的申请难度，在实际操作上，“接力贷”
比起普通的商业贷款未必有太大优势。

银行人士特别提到，这种情况还有可
能引发房屋产权纠纷，具体选择以什么方
式进行按揭购房，购房者还应结合自身实
际情况慎重考虑。

通过内幕交易“非法亏损”

前董事被重罚
1月1日，证监会官网披露，现代制药

（600420.SH）前董事、第一大自然人股东韩
雁林因为内幕交易，被证监会处以90万元的
罚款及五年证券市场禁入。

1月2日晚，证监会官网披露对郑领滨操
纵四川长虹（600839.SH）等12只股票的处罚
通知书，罚没款项合计9577.85万元。

有意思的是，郑领滨通过操纵四川长虹
等股票违法获利3085.32万元，而韩雁林进行
内幕交易的结果不是“非法获利”，而是“非
法亏损”了3.44万元。

操纵“四川长虹”获利600余万

证监会公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郑
领滨1977年2月出生，住址为浙江省衢州市。

2008年12月25日，“缪某妹”证券账户由
缪某妹（郑领滨母亲）在郑领滨陪同下，于浙
商证券杭州萧山恒隆广场证券营业部开立，
实际上由郑领滨控制使用。

随后，郑领滨控制和操作“缪某妹”证券
账户，通过盘中拉抬、虚假申报、涨停板虚假
申报、开盘集合竞价阶段虚假申报影响虚拟
开盘参考价、盘中打压等多种异常交易行
为，操纵“四川长虹”等12只股票价格。

以四川长虹为例，2015年6月9日至10
日，该账户通过操纵获利6，285，265.50元。

以同样的手法，郑领滨操纵了钢构工
程、大唐电信、江苏阳光、际华集团等12只股
票价格，共违法获利3085.32万元。

内幕交易亏损3.44万，被罚90万

韩雁林自2016年11月18日起任现代制
药董事，截至2017年3月7日，其持有7.68%的
现代制药股权。

证监会公布的处罚书显示，韩雁林因内
幕交易和未按规定报告持股信息，被证监会
处以90万元的罚款及五年证券市场禁入。值
得注意的是，韩雁林内幕交易的结果是亏损
的3.44万元。

在内幕交易方面，据证监认为，韩雁林
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与内幕信息知情人频
繁联络接触，并且收到含有内幕信息的邮
件，并通过自有资金及借款共计8，320万元
转至“段某鹰”“王某亮”“高某兵”“郭某”“于
某洋”账户，买入“现代制药”。

证监会调查，五个证券账户累计买入
“现代制药”228.92万股，买入金额7605.84万
元，截至2017年9月25日（盈利测算日）均未
卖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计算结果，亏损
3.44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胡玮炜加盟
摩拜参股的单车公司？

1月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查询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发现，摩拜前
CEO胡玮炜于2018年12月29日出任WKUP
单车董事。同天，WKUP单车的运营公司（上
海五公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增股东北京
摩拜科技有限公司。

对于出任WKUP单车董事，腾讯《一线》
报道称，胡玮炜否认加盟该公司，并称“很多
工商变更信息是相当滞后的。”1月3日，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此致电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工作人员表示变更信息的日期即
为当事人去办理这个业务的日期。

据《新京报》报道，胡玮炜与王晓峰等人
创办摩拜，2018年4月，在美团收购摩拜之
时，她完成套现。以9%的股份计算，胡玮炜
套现2亿美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杨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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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可帮子女还，子女可帮父母还 杭州接力贷，房贷最长放到80岁

接力未必省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