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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息周期开启 月供压力降低

五年期 LPR首降 对楼市影响如何
11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了最新一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1年期 LPR 利率为 4.15%，
5年期以上 LPR 利率为 4.80%。 同
10 月 21 日公布的上期 LPR 相比，
均下调了 5个基点。有业内人士认
为，此次利率的下调，在客观上使
刚需购房者的房贷压力减少，房贷
利率随着 LPR 的降低出现轻微下
行或将成为趋势。 但也有专家表
示，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此举并不
意味着会放松房贷政策。

刚需购房成本降低

根据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
发布的《中国 LPR 房贷利率报告》，
此次 LPR 基础利率下调以后，全国
统计的 64 个城市首套房月供压力
将会减小。 以“房贷利率=LPR+基
点”的公式计算，11月统计的 64个
城市首套房的利率为 5.58%，相比
10月的 5.63%有所下调。从城市分
类看，统计中的一、二、三四线城市
的房贷利率分别为 5.10%、5.57%
和 5.64%，相比 10月均有所下调。

以一套 100 万元贷款本金、30
年期等额本息贷款模式的房子为
例，64 个样本城市过去月供额为
5762 元，而现在降低为 5731元，即
月供压力减少 31 元， 具有积极的
降低负担的作用。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表示，此次 LPR 的降低，对于
房地产市场肯定是利好消息，而且
从趋势看， 这一次的降低只是开
始，后续还有继续降低的趋势。 对
于刚需购房者来说，针对当下的优
质房源，可以考虑买房，特别是大
部分城市已经限制房价。 从整体
看， 预计房贷利率随着 LPR 的
降低出现轻微下 行将成 为趋
势。 但因为各种政策的约束，预
计下调的空间很有限，保持平稳将
是主流。

此外，有分析人士强调，本次
LPR 下调幅度与当月中期借贷
便利（MLF）利率降幅一致，明确
了央行货币政策价格工具的传导
机制。

据悉，11 月 MLF 利率和逆回
购利率已分别下调 5 个基点。 11
月 5 日央行开展了 4000 亿元操
作，中标利率为 3.25%，较上期下
降 5 个基点。 11 月 18 日，央行开
展了 1800 亿元为期 7 天的逆回购
操作， 并将利率由 2.55%下调至
2.5%。

而目前新的 LPR 已经执行了
四次报价，8 月 20 日首次 LPR 为：
1年期 4.25%，5 年期以上 4.85%；9
月 20 日 LPR 为：1 年期 4.2%，5 年
期以上 4.85% ；10 月 21 日 LPR
为 ：1 年 期 4.2% ，5 年 期 以 上
4.85%。

对此，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
究总监严跃进则表示，此次 LPR 基
础利率的调整， 总体上符合预期，
体现了贷款市场降利率、降成本的
导向。 中长期利率的调整，也使得
房贷利率本身面临下调的空间。其
对于降低贷款成本、刺激购房者积
极入市和办理贷款等都有较为积
极的作用。

有望稳定市场预期

刚刚过去的房地产行业“金九
银十”较为平淡，但按照往年的趋
势，每年年底，房地产市场都有一
轮成交量回升， 本次五年期以上
LPR 微调，尽管购房信贷成本降低
幅度不大，但有助于稳定房地产市
场预期。

事实上，自推动贷款利率市场
化以来，LPR 已逐渐成为新增贷款
定价基准。 随着 MLF 利率、央行逆
回购利率的接连下调， 以及此番
LPR 的跟进， 市场有观点认为，新
一轮降息周期可能已经开启。

此次 LPR 报价， 为新 LPR 亮
相以来首次下调。因五年以上贷款
大部分是房贷，其利率下调颇受市
场关注，也给部分银行的房贷利率
留下了调整的空间。

有专家表示，目前各地房贷额
度基本平稳， 出现明显波动的不
多， 大部分银行依然正常放款，利
率微调很少。从全国主要的一二线
城市看，目前利率水平相比今年第
二季度有轻微波动，但 80%以上城

市依然维持在过去两年的最低利
率附近。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利率的调
整，对于原先已经签订的购房贷款
合同并不会有太大影响，更多的影
响是体现在后续新签订的房贷合
同上， 即对于 11 月下旬以及未来
的购房交易会有影响。 从目前的货
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来看，短期内
类似利率将以下调为趋势，所以客
观上有助于刺激后续的市场交易，
相关房企也将面临更好的去库存
窗口期。

对于楼市来说， 具有风向标
意义的信贷宽松并非唯一的好
消息， 不少城市也在近期发布
了宽松政策。

11 月 11 日，深圳宣布取消“豪
宅税”，将容积率在 1.0 以上、单套
建筑面积在 144 平方米以下的房
子定为普通住宅，满两年可免征增
值税。

11 月 12 日， 天津住建委会同
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 天津银
保监局共同组织召开房地产市
场监管工作会议， 规范渠道代
理经营行为和收费标准 ， 建议
同一机构的新房中介佣金点不得

高于该机构的二手房中介佣金点，
即 2.5个点位。

今年以来，外界一直以“低迷”
一词来形容楼市，但此次信贷宽松
和政策宽松的双重“帮助”有望稳
定房地产市场预期。

楼市仍将以稳为主

此次五年期 LPR 下调的直接
表现是会降低购房者，尤其是首套
购房者的利息成本支出。 但事实
上， 五个基点的利息成本相对
于购房总成本来说微乎其微。
对此，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
院院长张波表示，如果后续五年期
LPR 出现持续性下调，才有可能使
房贷利率的推动性势能在楼市中
进一步显现。

此前，改革完善 LPR 形成机制
消息发布后，市场对于此举会否使
得涉房地产贷款利率也出现下行
的问题高度关注。 中国人民银行副
行长刘国强在国新办出席国务院
政策例行吹风会时回应：“对于房
地产市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不将房地
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确保

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有效实施，保
持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基本稳定。 具
体怎么操作，过几天中国人民银行
将会发布关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
政策的公告。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
的，房贷的利率不会下降。 ”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
大伟也表示，在全社会资金成本降
低的背景下，房贷利率上行的可能
性已不存在；针对优质区域、优质
贷款者，不排除后续房贷利率继续
小幅下调。目前房地产调控基调并
未变化， 在各种政策的约束下，预
计房贷下调空间有限，保持平稳将
是主流。

此次 LPR 下调后，受之前下限
（首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 4.85%，
二套房贷利率不得低于 5.45%）影
响较大的城市，房贷利率可能会有
所下调，以保证当地房地产市场的
稳定。 对于这样的情况，融 360 大
数据研究院分析师李万赋表示，房
贷利率的下调应该只是少数，而且
也仍然需要在当地房地产市场政
策的大原则下调整。目前房地产市
场比较稳定的地区，预计年底之前
不会只因为 LPR 下调而发生大的
变化。 （刘诗萌 张玉洁）

房企年底加速抢收
以价换量成为趋势

本报记者 周子荑

近日，龙湖地产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龙湖地产）、 雅居乐地产控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居乐）、旭辉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辉）相继
公布了今年 10 月销售成绩单。 数据
显示， 三大房地产企业 10 月销售均
价环比下降约 2000元/平方米。 业内
人士分析，为加速回笼资金，很多房
地产企业选择以价换量，导致不少一
二线城市新房、 二手房价格明显回
落。

11月 18日，龙湖地产公布了 10
月份销售情况。 数据显示， 今年 10
月，龙湖地产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270
亿元， 与上月持平， 同比增加
79.52%；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155.8 万
平方米，环比增加 13.56%，同比增加
72.15%。 以此计算，龙湖地产 10 月
销售均价约为 17329.91 元/平方米，
环比下降 2349.39元/平方米，降幅为
11.94%。

同日， 雅居乐也公布了 10 月份
的战绩。 数据显示，今年 10 月，雅居
乐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127.1 亿元，环
比增加 7.53%，同比增加 56.33%；实
现合同销售面积 115万平方米，环比
增加 25.68%，同比增加 71.64%。 以
此计算， 雅居乐 10 月销售均价为
11051 元/平方米，环比下降 1865 元/
平方米，降幅为 14.44%。

另一家地产企业旭辉也出现量
升价跌的情况。 数据显示， 今年 10
月，旭辉实现合同销售金额 190.3 亿
元， 环比下降 4.85% ， 同比增加
76.2%；实现合同销售面积 120.57 万
平方米，环比增加 8.26%，同比增加
79.61%； 销售均价为 15800 元/平方
米，环比下降 2200 元/平方米，降幅
为 12.22%。

显然，这三家房地产企业都出现
了量升价跌的现象，10 月份销售均
价下跌 2000 元/平方米左右。 实际
上， 很多此前已公布 10月份成绩单
的房地产企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例如首创置业 10月份销售均价约为
18778.47 元/平方米， 环比下降幅度
超过 30%。

对此，诸葛找房数据分析师国仕
英对中国商报记者表示，“银十”期
间， 房地产企业加大了促销力度，降
价幅度比“金九”更大，这使得各等级
城市新房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二手房市场受新房降价销售影响也
纷纷降价销售。

确实，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
据显示，今年 10 月，在 70 个大中城
市中，新房价格上涨的大中城市数量
为 50个，相比 9月份减少了 3 个，而
降价的城市数量则上升到 17 个；二
手房价格上涨的城市有 31 个， 下跌
的城市有 35个，相比 9月，房价下跌
的城市数量增加了 7 个。

分等级来看，今年 10月，四个一
线城市新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3 个百分
点；二手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
涨幅比上月回落 0.2 个百分点。 同
时，31 个二线城市新房和二手房销
售价格环比分别上涨 0.5%和 0.1%，
涨幅比 9 月均回落 0.1个百分点。

对此，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表示， 今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的

“小阳春”已经过去，虽然全国市场成
交量依然惯性冲高，但以价换量现象
开始出现。 58 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
席分析师张波也对中国商报记者表
示，在调控长期从严的背景下，购房
者预期已经明显呈现“看平”，很多城
市和区域如果不“以价换量”很难拉
动销量的提升。

克而瑞等第三方机构监测数据
显示，今年第四季度以来，多数房地
产企业加大供货力度， 年底加速抢
收，以快速回笼资金。

对于接下来几个月地产行业的
走势，国仕英认为，临近年底，部分房
地产企业为加速回款进行降价促销。
预计到今年底前，各城市价格保持稳
定或微跌态势， 二手房价格受新房价
格影响，也将保持稳定或者微跌态势。

深圳率先调整“豪宅税” 刚性购房需求获益
近日，深圳调整“豪宅税”的举

措一度搅动起波澜不惊的楼市。对
此，有专家认为，深圳发布的政策
内容更有利于部分刚需项目，对其
他城市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深圳率先调整“豪宅税”

近日，深圳市大幅度调整普通
商品房认定标准。 11 月 11 日起，
宗地容积率 1.0 以上，且房屋建筑
面积 144 平方米以下、 距离上次
交易超过两年的商品房， 无论
总价多少， 交易时将不再缴纳
所谓的“豪宅税”，调整范围内的房
产能够省下占交易差价超过 5%的
增值税。

所谓“豪宅税”，是一种通俗的
说法，指的是超过普通住房价格标
准的房产将享受不到相关的税收
优惠，因此在交易过程中会被要求
缴纳高于普通住房标准的税费。

深圳市上次普通商品住房认
定标准的调整要追溯到 2015 年。
对比 2015 版， 此次调整的最大变
化是取消了对房屋总价款的限
定。 据悉 ，2015 年 9 月公布的
《关于深圳市 2015 年享受优惠
政策普通住房价格标准的通告》规
定， 享受优惠政策的普通住房，应
当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住宅小
区建筑容积率在 1.0（含本数）以

上， 单套住房套内建筑面积 120
（含本数） 平方米以下或者单套住
房建筑面积 144（含本数）平方
米以下， 实际成交价低于规定
的所在区域普通住房价格标准
（不同区域的上限介于 200 万至
490万元之间）。

根据《关于深圳市 2015 年享
受优惠政策普通住房价格标准的
通告》， 深圳市十个区内不享受优
惠政策房屋的价格上限分别为：罗
湖区每套总价 390 万元，福田区每
套总价 470 万元，南山区每套总价
490 万元，盐田区每套总价 330 万
元， 宝安区每套总价 360 万元，龙
华新区每套总价 320 万元，龙岗区
每套总价 280 万元，光明新区每套
总价 250 万元，坪山新区每套总价
200 万元， 大鹏新区每套总价 230
万元。

随着房地产市场形势的变化，
该普通商品住房标准与居民合理
住房需求日益不相匹配。深圳中原
地产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今
年 10 月， 深圳市二手房均价为
54551 元/平方米，其中罗湖区均价
60207 元/平方米， 如果以罗湖区
390 万元即为“豪宅”的界定标准
来看， 大约 65 平方米的房子就已
经达到了“豪宅”标准。

因此， 深圳市住建局解释称，
目前，市场上大量中小户型住房交

易需要缴纳增值税，这无疑加重了
普通居民家庭、刚需购买住房的负
担。 近两年，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
收到很多群众反映，要求调整普通
商品住房标准，保障刚需购房。 经
过充分研究，深圳市对普通商品住
房标准进行调整，将有利于使更多
刚需家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降低
刚需购房成本， 满足合理住房需
求。

北京上海未跟进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
监严跃进表示， 在房屋交易中，增
值税的负担很高，特别是在深圳房
价上涨后，该成本更高。 此次调整
后，很多房源都被纳入到普通住宅
的范畴，这对购置普通自住型房源
的购房者来说， 大约可以节省 20
万元的税费。 在此背景下，业界预
测热点城市有望近期跟进类似政
策。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
认为，与深圳的情况类似，北京、上
海等地非普通住宅认定标准过低，
不符合市场的真实情况。以北京为
例，86%的新建住宅被认定为非普
通住宅，而六环内的普通住宅只有
5%。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
席研究员李宇嘉也预计，深圳调整
并实施新的政策后，可能会对其他

城市带来示范效应。
不过，目前北京和上海两地暂

时否认会跟进。 据悉，自 2014 年 9
月 30 日发布普通住宅标准至今，
北京已经五年未对“豪宅税”进行
调整。 对于业界的猜测，北京市住
建委近日回应网友提问时表示，目
前北京还没有具体修改普通住宅
标准的时间。 11 月 19 日，上海市
房屋管理局发布关于延长部分规
范性文件有效期的通知， 表示
2014 年 11 月 20 日生效并即将到
期的上海普通住房标准将继续实
施， 有效期延长至 2024 年 11 月
18 日， 这意味着备受市场关注的
上海市普通住房标准仍将继续沿
用原标准。

利于刚需购房者

一时间，深圳调整“豪宅税”的
举措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有不少
声音认为这是楼市松绑的信号。有
专家认为，深圳的这一举措更利于
普通刚性购房需求。

对于楼市松绑的这一声音，深
圳市住建局表示，此次调整普通住
房标准并不影响房地产调控政策。
深圳市仍然严格执行 2016 年以来
的限购、限贷、限售、限价等政策，

“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工作仍
在有条不紊推进中。 此外，房地产

发展长效机制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未来深圳将通过住房制度深化改
革，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综合
运用土地、金融、税收、立法等手
段， 持续完善房地产调控措施，继
续遏制投机炒作行为，促进深圳市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需要注
意的是，此次调整后，满足新政策
的普通住房在上次交易满两年
后再次上市出售可以免征增值
税，其他税费依旧正常缴纳。 同
时， 深圳普通与非普通住房的
认定，只针对二手住宅，新房市场
并不受影响。

尽管北京、上海均暂时否认会
跟进调整“豪宅税”，但张大伟仍认
为，普通住宅被“豪宅化”的问题在
很多城市都存在，影响了市场正常
交易。 调整这个政策，将有利于部
分刚需项目。虽然可能带来市场的
短期波动，但从整体看，这也是属
于市场化的政策调整。

严跃进也认为，实际上，目前
有很多城市都需要在普通住宅的
标准上进行调整。 一般来说，根据
房地产周期，每三年就需要进行一
次调整。 深圳发布的政策内容，对
于全国很多城市也是有启发的，即
后续也需要根据城市房价和普通
刚需购房需求等，积极进行普通住
宅的标准调整，让更多人享受优惠
政策。 （刘展超 薛宇飞）

房贷利率随
着 LPR 的降低出
现轻微下行或将
成为趋势，但并不
意味着会放松房
贷政策。
CNSPHOTO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