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家大银行被曝首套房贷上浮利率
购房者担心“ 被上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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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黄侃 工商银行2012
年产品体验月活动开始啦，众多精美礼品
等您来拿！近年来工商银行推出了客户体
验迅速传导的工作方式，通过客户体验记
录客户在使用产品和接受服务过程中的
感受、想法和反应等，并及时传导到产品
开发部门作出改进。

目前，工行上海分行已建立了多家体
验区网点，并已连续第二年举办产品体验月
活动，从即日起至11月11日结束，您只需参
与活动，说出您对于工行产品的体验建议或
讲述您使用工行产品的体验故事，就有机会
获得工商银行为您准备的精美礼品。

参与方式一：体验评价

工行网银客户在购买工商银行产品
时，可以点击工行个人网上银行交易画面
右上角的“ 体验评价”，非工行网银客户
可以进入工商银行网站（ www.icbc.com.
cn）-! 网上论坛-! 客户体验之声-! 产
品体验月栏目，写下您体验的意见建议。
工商银行将从所有参与者中评选出优秀
建议奖和幸运参与奖，获奖者可获得精美
礼品一份。

参与方式二：体验征文
您可以进入工商银行网站-! 网上论

坛-! 客户体验之声-! 产品体验月栏目
发表征文，讲述您使用工行产品解决问题、
创造价值的故事；或者谈谈您对产品体验

活动的理解及评价。工商银行将从所有参
加征文的客户中评选出优秀征文奖和幸运
参与奖，获奖者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参与方式三：亲临网点参与体验
除参与网上的体验活动以外，您也可

以 亲 临 工 商 银 行 的 指 定 网 点（ 详 询
95588），实地体验工行产品，我们将通过
多媒体展示、模拟产品体验以及工行客户
经理的专业咨询服务发现适合您的金融
产品，满足您的金融需求。

您是否已心动？赶紧来体验吧！工商
银行上海市分行热诚地期待您的光临和
参与，让我们一起开启精彩的产品体验之
旅！

房产中介：
建行被曝上浮利率

近日有媒体称从广州地区的建行网
点了解到，首套房贷利率最低上浮至基准
利率的1.05倍，如果申请贷款者希望尽快
放款的话，房贷利率则可能上浮到1.1倍。
而在北京地区，建设银行个贷中心也已将
首套房贷最低利率由原来的基准利率上
浮到基准利率的1.05倍，成为近期北京地
区第一家上浮首套房贷利率的银行。

“ 确实听说了建行要上浮首套房贷利
率的事情。” 沪上一家大型房产中介的按
揭部门总监对记者表示，建行作为国有大
银行上浮首套房贷利率的举动被业内认
为是“ 风向标”，目前已经在广州和北京
等一线城市实施，接下来预计会向其他大
城市扩散。目前建行在上海地区与中介合
作的贷款业务明显收紧。

以上房产中介的按揭部门总监告诉
记者，除了建行外，其他国有大银行也在
近期出现过首套房贷利率上浮的情况。国
有大银行对上浮利率的解释基本“ 口径统
一”，具体说法是据各贷款客户的不同情
况，实施差别化贷款利率政策。

银行业内：
多家取消利率优惠

记者昨日向建行上海分行的相关人
士了解该行首套房贷的最新情况，该人士
托词“ 太忙”，不过并未否认可能有首套
房贷利率上浮的情况。

一家国有大银行的个金部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通常随着临近年底，银行会出
现“ 一贷难求”的情况。在信贷额度紧张
的情况下，部分购房者为了保证房贷款项
能够顺利发放不造成交易违约，宁愿接受
房贷利率上浮的条件。

“ 银行方面比较热衷在临近年底的时
候上浮利率。” 以上大银行的个金部负责
人表示，目前四大国有银行对外普遍表示
在决定首套房贷具体利率标准时，要考虑
客户资质。而且银监会提出各家银行根据
风险状况合理确定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
这也使银行在上浮房贷利率时更“ 方便”。

购房者：
担心遭遇“ 被上浮”

“ 两周前交房贷申请的时候，信贷经
理说可以给9.5折的利率优惠。”购房者何
先生昨日告诉记者，他在本周一向这家国
有大银行的信贷经理打听首套房贷办理
进展时，信贷经理的“ 口风”有变，对何先
生表示由于他贷款购买的二手房房龄已
经超过10年，所以审批部门认为房贷利率
需要重新评估。

不过，房产中介告诉购房者何先生，
根据以往的经验，他的房贷利率不但享受
优惠的希望不大，而且很可能遭遇“ 被上
浮”。因为从目前大环境来看，中小股份制
银行提前一个月已经上浮首套房贷的利
率，现在轮到国有大银行了。

“ 要贷款利率上浮，那房贷利息支出
要多将近12万元。” 购房者何先生颇为担
心自己遭遇“ 被上浮”，不过万一碰上这
种情况，他只好“ 认了”。

国务院修改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中国政府网5日发布《 国务院关于修
改〈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改后
的管理条例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根据决定，修改后的条例对条例所适
应的交易活动范围进行了详细规定，明确
了条例所称的期货交易、期货合约和期权
合约的具体内容。

同时，条例明确期货交易应当在依照
本条例规定设立的期货交易所、国务院批
准的或者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的其他期货交易场所进行，禁止在规定的
期货交易场所之外进行期货交易。

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期货交易，条
例增加一项条款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境
外机构，可以在期货交易所从事特定品种
的期货交易。具体办法由国务院期货监督
管理机构制定。

针对非法设立期货交易场所等行为，
条例规定，非法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或者以
其他形式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的，由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取缔，没收违
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
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满20
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
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1万元以上10
万元以下的罚款。 据新华社电

汇丰：

中国服务业采购
经理人指数降至53.5

本报讯 汇丰银行(HSBC)和英国市
场调研机构Markit周一联合公布的数据显
示 ，10 月 中 国 服 务 业 采 购 经 理 人 指 数
(PMI)由上月的54.3下滑至53.5；当月新业
务指数下滑至53。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
表示，尽管服务业增长有些放缓，但由于
前期政策放松开始见效，刺激了内需，中
国经济逐渐筑底企稳。 全景供稿

资金价格涨跌互现
隔夜利率涨1.75基点

本报讯 周一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
率（ Shibor）中，短期品种涨跌互现，但幅
度较小，均不超过10个基点。

隔 夜 利 率 上 涨 1.75 个 基 点 ，报
2.6933% ；7 天 利 率 下 跌 9.59 个 基 点 ，报
3.3308%；14 天 利 率 上 涨 0.21 个 基 点 ，报
3.3817%；1个月期利率下跌6.3个基点，报
3.7702%。 全景供稿

财政部发两期
储蓄国债共200亿元

本报讯 财政部周一表示，将于11月
10日至19日发行今年第十三期和第十四
期固息储蓄国债，共200亿元。

其中第十三期期限为3年，年利率
4.76%，最大发行额为120亿元；第十四期期
限为5年，年利率5.32%，最大发行额为80亿
元。两期国债均从11月10日起息，按年付
息，每年11月10日支付利息，第十三期于
2015年11月10日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次
利息，第十四期于2017年11月10日偿还本
金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全景供稿

首套房贷款
优惠难了

本报讯 实习生 李晓迪 记者 沈梦
雪 此前，花旗银行针对北京部分优质客
户的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折扣调整为8.2
折令不少人眼馋。不过，昨日记者从多家
中介公司了解到，目前通过中介公司购买
首套房已经较难享受到8.5折的利率优惠
了，只有有稳定收入和良好信誉的人群才
可申请到，比如公务员、教师等。

中原地产静安区一物业顾问告诉记
者，“ 首套房贷款利率目前正常的折扣是
9折，自己去银行申请很难会比这个更优
惠。”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通过中介公司
与银行交涉，顾客最多也只能申请到8.5
折的首套房贷款利率折扣，而近期申请
8.5折优惠的条件较前段时间也明显变
高。“ 目前只有像教师、公务员、律师或是
医生等具有稳定收入的职业才有可能申
请到首套房贷款8.5折的利率优惠，其他
人群大多只能申请到9折优惠。”

另外也并非所有的中介公司都能申
请到8.5折的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 前段
时间还能帮助客户争取到，但目前最多只
能争取到9折，最主要的还是看个人资
质。” 一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目前，就算是9折的首套房贷款利率折扣
都需要大量的证明材料。

多家大银行被
曝首套房贷开始上
浮利率，引发不少
购 房 者 担 心 遭 遇

“ 被上浮”的情况。
记者昨日了解到，
有房产中介表示建
行上浮首套房贷利
率的举动被业内认
为是“ 风向标”，而
且建行在广州和北
京地区也被曝首套
房贷利率最低上浮
至基准利率的1.05
倍。

本报记者 徐可奇

工行上海市分行再启产品体验月活动

》现状

余儒文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