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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楼市是不是很冷清？

广电报房产专家

咨询团

问：现在楼市是不是很冷清？
答：现在一手房客户少，二手

１月１１日，广电报房产专家咨询团（ＱＱ群
号：１９５０７８７３６）邀请到鼎好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经理，南湖区二手房中介行业协会副会
长全其根。他是嘉兴最早一批从事二手房行
业的人，长期活跃在市场上 ，熟悉市场动向。
以下是本期专家咨询互动部分摘录。

源不一定的。现在有的中介挂特

继续期待与您互动袁解答您的投诉尧疑问要要
要

看房的客户较少。目前的楼市就象

别低价格的假房源吸引客户打电

如果你正在对楼市行情感到迷茫 袁或者是对相

这段时间的天气一样阴雨连绵。

话给他们，这种风气很不好。如果

中的楼盘尧户型难下决心袁又或者是有房产方

是真的，说明该房有某些方面的

面的专业知识尧法律问题想要咨询 袁更或者只

问题，这个时候就要看购房者看

是想吐槽一下袁都欢迎你加入野广电报房产专

重的点了。

家咨询团冶渊ＱＱ群号院１９５０７８７３６冤遥除了常规

问：赞成·丽景苑、同方·２００８
这两个小区品质怎么样？

即时答疑袁 每周五上

答：同方和丽景苑这两个小
是可以的。

人物资料院
南湖区二手房
鼎好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经理，
中介行业协会副会长，
是嘉兴最早一批从事二手房
行业的人，
长期活跃在市场上，
熟悉市场动向。

２０１７年本报房产专家咨询团尧投诉解答 袁

答：望湖的房子是不是真房

房更难卖。价格没有明显的下降，

问：万科城市之光怎么样？原

午９点３０分至１１点袁更

来的精装改全装了，是不是就不

有不同专家 坐镇解

要３０００元／平方米的加价了？我现

惑遥扫右侧 野嘉兴楼

在在考虑这个楼盘的前景。

市冶二维码亦可提前

答：地段不错，前景也可以，
文／朱丽佳
要找好切入点。

获悉本地楼市资讯和

区品质算是中等的，不过地段还

本期嘉宾院全其根

以上回答交流，
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

怎么看？

问：看到中介上挂出的一套
望湖公馆的房源，低楼层、
３＼２＼２格
局，价格相对低的 ，对 于这个房源

专家咨询互动反馈遥

嘉兴楼市官方微信

多地房贷利率回落 今年会否有一波集体性下调？
近期，多地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松

融３６０大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２０１８

融３６０大数据研究院分析称 ，２０１９年

动，房贷利率也开始回落 。对买房的人来

年１２月份，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货币政策依旧保持稳健，
“松紧适度”保障

说，房贷利率有何影响？哪些银行利率较

５．６８％，环比下降 ０．５３％，这是全国首套平

了资金流动性合理充裕，资金面利好情况

低？今年是否会有一波集体性下调呢？

均利率２３个月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

的出现，在房贷利率上亦有所体现，首套

其中，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首套利率

房贷利率影响买房成本

均出现回落。

以北京为例，目前，多数银行首套房
的贷款利率上浮１０％。
所谓房贷利率上浮，是指在央行公布

利率出现下调。

普遍上浮１０％，而一些三线城市可以达到
２０％的水平。

２０１９年是否会有一波集体性下调钥
“房贷利率集体下调的概率很大。”易

二是银行试图提高竞争力，
提升业务量。

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说，不过，
如果没有降息的话，房贷利率下调的幅度

记者了解到，北京某外资银行利率降

融３６０大数据研究院分析称，新的年

至５％，但对房龄、房屋位置 、购房者收入

度开始，贷款需求将会迎来一波高潮，银

等都有相对严格的限制。

行通过降低利率来提高竞争力，扩大市场

张波认为，部分热门城市下调的节奏

的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现在基准利率是

上海的房贷利率全国最低，约１０家银

４．９％ ，上 浮 １０％ 意 味 着 房 贷 利 率 涨 到

行首套房贷利率有九五折优惠。广州、深

张波说，从回调房贷利率的城市来

圳多家银行下调幅度大约在基准５－１０个

看，当地利率也处于较高水平，贷款额度

百分点，但仍在基准利率之上。

相对充足，加之购房按揭贷款的坏账比例

当然，通过金融调控楼市的政策并不

低、风险小，在流动性充分的前提下，银行

会放松，针对二套及以上购房的利率依然

的下调意愿就会更为明显。

会维持严格的上调措施，并会和限购等措

５．３９％。
而在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楼市火热的时
候，北京等很多地方的首套房贷款利率一

杭州、南京、武汉部分银行的首套房

度降到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打八五折，与

贷利率虽然也有所下调，但仍处在较高水

上浮１０％相比，低了２５％。

平 。杭 州 主 流 依 然 普 遍 执 行 基 准 上 浮

别小看这一差距，对买房成本的影响
可不小。下面以贷款１００万元（等额本息还
款）为例来做个简单对比。

１５％，南京２０％，武汉达到３０％。
对于以前买房贷款的人来说，现在房
贷利率的下调会影响月供吗？

占有份额，提升业务量。

不会太大。
的确有可能带动其他城市跟进调整，尤其
是部分热点二线城市将极有可能成为继
一线城市之后下一批放松的重点城市。

施一起构成楼市健康平稳发展的有力“护

哪些银行房贷利率低钥

城河”
。

据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介绍，
从全国范围来看，发放房贷主要以中、农、

那么，房贷利率是否有可能像前两年
一样，降到基准利率以下呢？
杨红旭说，２０１９年一线和强二线城市

假如基准利率４．９％不变，按揭贷款２５

注意，个人的房贷利率是会随基准利

年，在房贷利率八五折的情况下，月供

率的调整而调整的，但上浮利率和折扣利

他说，股份制银行贷款难度大、利率

有可能降到基准利率或者基准以下，尤其

５３６９元，还款总额 １６１．１万元；房贷利率上

率是永远不会调整的，以前上浮多少就按

高，
占据的市场份额非常小。特别是在市场

是北京的概率很大。降准之后商业银行资

浮１０％的情况下 ，月供６０７５元，还款总额

照新的基准利率上浮多少，以前打了多少

不好的时候，
股份制银行会全面收缩房贷。

金充裕，为房贷回落释放了空间。

１８２．３万元。

折扣，也按照新的基准利率打折。

也就是说，后者每月要多还７０６元，买
房成本多了２１万元左右 。这笔钱，可买一
辆不错的私家车。

下调原因是什么钥
一是资金面相对充裕。
５８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

房贷利率回落了吗钥

波说，这与２０１８四季度以来的央行多次定

想买房的人希望看到房贷利率下调。

向降准、释放市场流动性有直接关系。

工、建、
交五大国有银行为主。

在个别一二线城市，外资银行也有一

张波说，相比于首套房贷８折等早些

定的市场份额，与其他银行相比，
房贷利率

年的优惠措施来说，在流动性增加的大背

低，但执行难度相对较大，申请条件也多。

景下，未来利率依然存在较大下调空间，

以成都为例，多数银行首套房贷款利

尤其是对首套房贷利率的优惠力度还有

率为１５％，而外资的汇丰银行利率只有

望继续增加。从下调的空间来看 ，２０１９年

１０％。

部分地区针对首套房贷利率下调至基准

另外，全国房贷利率差距很大。北京

嘉兴广电报房产周刊联合嘉兴人网房产版块（ｈｔｔｐ：／／ｈｏｕｓｅ．ｊｘｒｔｖ．ｃｏｍ／），全
力打造个人房产转让、出租、求购、求租等信息免费刊登，广电报嘉兴人网房产
工作室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
有需求的市民可以加入ＱＱ群：４６７４５５９７７或拨打房产热线：１３１０５７３８０７０
出租斜西街５００号整栋，共三层，每层７间，共５５２平方
米。原为餐饮店，水电设备齐全，无转让费，
租金面议。
联系人：洪先生８２９１５０８２

出售盛世豪庭小区门口（沿内街），１３０平方米，租金６
万／年，租售均可，价格面议。
联系人：白女士，１３５８６３３２６１８

出售禾兴北路２７６号嘉房房产３楼，办公用房，３８２平
方米，价格面议。联系人：汪女士，电话８２２０３２２２。

出租洪波路１７０平方米，６楼带跃层，
４个空调，
３张床，卫
生间３个，
租金面议，
长租优惠。
联系人陈，１３７３８２５１５４２

出售建国金茂商务楼２楼，７５４平方米，价格面议。联
系电话８２２０３２２２，联系人：汪女士

出租嘉兴大年堂前街
（嘉兴商城附近）店面加住房共８０
平方米，
带一个８０平方米左右的院子，
租金面议。

遗失
声明

嘉兴市秀洲区洪合巨业毛纱经营部不慎遗失工商营业执照正本一
本袁
注册号 院
声明作废 遥
３３０４１１６５０１１９４４１袁
嘉兴市秀洲区洪合巨业毛纱经营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

遗失
声明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自好副食品商店不慎遗失叶营业执照曳副本一
份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３３０４１１３１０００２５４２ 袁
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自好副食品商店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利率之下的机率较大。

张女士１３７５７３３７２９５
联系人：
出租协和广场１幢１１１９室单身公寓，
精装，
４８平方米，租金
每月１２００元－１３００元。
联系电话：１３０６７６２０９６７，
胡女士
出售春波坊店面一楼一底，面积４４．２ 平方米，价格５５
万元，随时看房。联系人：王女士１５６６９３２５２５７
出租越秀北路洪波路口同创公寓，里面的一间房间
出租，面积１２平方，已有两名男性房客，其他厨卫，客厅共
用，月租４００元，
适合不烧饭的男性租住。
联系电话：１５２０５８３００６２

遗 失 一本袁注册号 ９２３３０４１１ＭＡ２ＥＸ７ＸＰ７Ｃ袁声明作废遥 尧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信荣服饰店
声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洋美石材加工场不慎遗失叶营业执照曳
正本一
遗 失 份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３３０４１１６１００１５８６０袁声明作废遥
嘉兴市秀洲区新塍洋美石材加工场
声明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嘉兴市秀洲区新城街道信荣服饰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 副本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