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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首套利率平均上浮15.2%
报告称，今年6月份，全国

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仍保持上
涨趋势。其中，一线城市保持
低幅上涨，平均利率处于全国
利率低位水平；二线城市整体
利率涨幅呈现回落，出现大幅
上涨的城市减少，平均利率处
于全国利率中高位水平。据
悉，2018年6月，全国首套房贷
款平均利率为5.64%，相当于基
准利率1.151倍，环比5月上升
0.71%，同比去年6月首套房贷
款 平 均 利 率 4.89% ，上 升
15.34%。

据其监测的35个城市首套
房贷款平均利率中本月最低值
是上海，为5.16%，较上月上涨
1BP；最高值为东莞6.13%，均值
首次突破 6.10%。北上广深一
线 城 市 处 于 5.16%- 5.57% 区
间。北京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为5.47%；上海为5.16%；广州为
5.57%；深圳为5.51%。据介绍上

海地区个别银行，首套房贷款
最低利率折扣仍为9折，但有消
息称这些银行近期也将出现新
调整，优惠利率或将退出房贷
市场。

从银行来看，目前全国地
区银行正常放款利率多以基准
上浮为主，具体上浮水平仍因
个人资质及银行而异。6月，19
家主要银行中首套房贷款平均
利率最低为基准1.088倍；工商
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国有四大行首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已达基准利率上浮
15.2%水平。

二套房贷利率门槛高
二套房利率也是不少购房

者关心的信息。报告显示2018
年6月全国二套房贷款平均利
率为6.01%，较上月上涨5BP，二
线城市二套利率涨幅较为明
显。其中上海二套房贷款平均
利率为5.57%，利率平均值较上
期上涨2BP。

据监测的35个城市533家
银行分（支）行中，二套房贷利率
有 22 家 银 行 执 行 基 准 上 浮
10%。较上月减少4家；有35家
银行执行基准上浮15%，较上月
减少11家；有259家银行执行基
准上浮20%及以上，较上月减少
174家；有191家银行执行基准
利率上浮 20%以上。另外，这
533家银行中，二套房执行首付
四成的银行共有183家，较上月
新增3家，执行5成、6成、7成以
及8成的银行数分别为93家、96
家、58家和31家。且多地对二
套房判定及购买条件审核趋严。

“首套房与二套房贷款利
率差异缩小，即市场中首、二套
购房成本差距在缩小。但目前
市场表现出首套高利率，二套
高门槛的特点。”融360分析人
士认为，预计未来时间内，在整
体经济形势未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下，整体房贷利率仍保持
上升趋势，首二套利率差值在
收窄后将会趋于平稳。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股市表现不佳，债
市频频爆雷，房产被禁炒作，在
通货膨胀的大背景，很多人希望
在寻找新的投资渠道，比如外
汇、黄金期货等，但一不留神，就
会遭遇花样百出的骗局。

日前，一位袁姓中年妇女来
到农行上海闵行浦江支行，要求
办理提高转账额度的业务。柜
员询问后得知，袁阿姨近期打算
进行伦敦金的交易，准备把大量
资金打到其在香港有关机构的
股票账户中。因为转账额度受
限，故要求银行调高转账额度，
以便其进行伦敦金的炒作交易。

面对这位说话前后存有漏洞
和矛盾的阿姨，柜员觉得十分蹊
跷，连忙向运营主管作了汇报。
银行的运营主管和大堂经理了解
情况后，分析判断袁阿姨可能已
卷入了伦敦金交易的骗局。

运营主管当即下载相关的
资料，向袁阿姨解释，伦敦金是
指由伦敦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
提供的一种交易产品，国内无授

权交易的平台，香港交易平台需
通过香港金银业贸易场认证。
因为信息、制度、市场资源的不
对称，不少境内境外机构承诺有
专人指导，用“肯定盈利”等为卖
点招揽投资者加入群聊，或下载
APP，但等用户大量转账后这些
平台就玩失联。“你就凭一个自
称是香港某机构业务员的电话，
叫你把钱打到所谓你的股票账
户中去，你见过他本人吗？你就
这么相信他？”……银行主管给
袁阿姨看别人受骗上当以至倾
家荡产的新闻报道，指出一些伦
敦金交易平台会利用投资者对
于伦敦金的不熟悉，通过制造骗
局来骗取投资者的资金。投资
者的资金没有进入到国际市场
投资，而是流入到平台中对赌，
这些对赌平台会利用一切的方
法来阻止投资者的盈利。

听了主管的一番话，袁阿姨
终于转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听信
骗子“发财机会到了、机不可失”
等花言巧语，差点受骗上当，她
立刻表示：“我还是把钱存入银
行才安心、放心。谢谢你们了！”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为切实保护保险消
费者合法权益，进一步提升上海
保险行业消费者投诉处理工作
水平，上海保监局日前对《上海
保险机构消费投诉处理工作考
评实施细则》进行了修订，并更
名为《上海保险公司消费投诉处
理工作考评实施细则》，青年报
记者留意到，此次细则将自媒体
的负面舆情也纳入监测范围。

细则显示，上海保险公司消
费投诉处理工作考评每半年开展
一次。从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两
方面，对各保险公司的消费投诉
处理工作进行考评。考评采取分
数制，满分为100分，其中，定性
指标30分，定量指标70分。

青年报记者昨日翻看细则
发现，定量指标对“违法违规案
件、重大群体性事件和负面舆

情”三个指标尤其重视。如果险
企违反有关保险监管的法律、行
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出现损害
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投诉案
件。按被采取监管措施的类型、
次数和严重程度扣分，最多扣
20分；如果由于经营不规范、投
诉处理不及时及措施不到位等
原因而引发的重大群体性事件，
最多可扣30分。如果险企因保
险消费活动被主流媒体（包括传
统媒体及其自媒体）进行负面报
道且对保险业造成恶劣影响的
情况。按照媒体负面报道事件
的次数和严重程度扣分，最多扣
30分。

据悉，该细则自2018年10
月1日起实施，上海保监局还表
示，考评结果将依照各保险公司
得分确定考评排名，将在行业内
公布，并纳入上海保监局保险公
司分支机构分类监管。

6月全国房贷利率持续走高

上海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最低

上海险企消费投诉处理
工作考评实施细则出炉

汇巨资去香港用来炒伦敦金？

银行“拉回”受骗的上海阿姨

房贷利率事关购房成本，是有意购房者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而如今有了
最新统计数据。来自融360发布的全国房贷监测数据报告显示，今年6月全
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64%，相当于基准利率1.151倍，不过上海市的
首套房贷利率在全国处于低位水平。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国 家 认 监 委 10 日 发 布
2017年度全国认证认可检验检
测服务业统计信息，我国认证认
可行业的产业规模领先世界其
他国家，居世界第一。

据统计，2017年我国颁发
的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85.49 万
张，是国际标准化组织统计的全

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数量的一
半；质量管理体系证书数48.91
万张，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17年，我国主导制定的《合格
评定 服务认证方案指南和示
例》成为首个由发展中国家制定
的合格评定国际标准。

据新华社电

我国认证认可行业
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一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近日，证监会开出
首张债券欺诈发行罚单，对五
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
相关责任人作出行政处罚和市
场禁入。

据介绍，五洋建设在自身
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明显
不足以支付所发行公司债券一
年的利息，不具备公司债券公
开发行条件的情况下，违反会
计准则，通过将所承建工程项
目应收账款和应付账款“对抵”
的方式，同时虚减企业应收账
款和应付款项，导致少计提坏
账准备，于2015年 7月以虚假
申报材料骗取证监会的公司债

券公开发行审核许可，并最终
于2015年8月和2015年9月分
两期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8亿元和5.6亿元，合计
13.6亿元。

在骗取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后，五洋建设又于2015年11月
以相同的虚假财务数据制作了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说
明书并向合格投资者披露，于
2015年12月和2016年 4月分
别在上交所和深交所非公开发
行 1.3 亿元和 2.5 亿元公司债
券。此外，五洋建设还存在未
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信息等违
法行为。

五洋建设通过粉饰报表的
财务手段，将公司包装成优良

资产，制作虚假申报材料骗取
发行公募债，并且存在在私募
债发行过程中向投资者披露虚
假信息、未按规定披露信息等
违法行为，涉案金额巨大、手段
恶劣，造成了所发行债券无法
兑付的严重后果。证监会决定
对五洋建设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并处以罚款4140万元；对相
关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合计罚
款254万元；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陈志樟采取终身市场禁入
措施。以上主体涉嫌刑事犯罪
的，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为五洋建设本次违
法行为提供中介服务的证券服
务机构如存在违法行为，一经
查实也将依法严惩。

证监会开出首张债券欺诈发行罚单
五洋建设合计向投资者发行债券17.4亿元

一线城市保持低幅上涨，平均利率处于全国利率低位水平。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