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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使用安全是民生
工程中最大的民心工程，
《浙江省房屋使用安全管
理条例》于今年9月1日
起正式实施，该条例对房
屋使用安全监管的范围、
房屋安全鉴定、危险房屋
使用限制等方面作出规
定。昨天，记者从市住建
委获悉，近期，江北区处
置两起房屋安全事件，保
障了居住者的安全。

今 年 7 月 25 日 下
午，有住户来访，生宝路
2号房屋可能出现倒塌。
江北区住建局工作人员立
即会同动态监测单位技术
人员进行现场查勘，发现
房屋存在局部倒塌风险，
需立即停止使用并疏散空
置。

为确保3户居民的安
全，该局工作人员在第一
时间电话告知白沙街道、
房屋安全责任单位相关危
险情况，立即启动应急预
案，正式发文告知白沙街
道及房屋安全责任单位，
要求立即进行居民疏散，
并在现场张贴警示标志。
当天晚上9点45分，3户
居民全部腾空，房屋抢险
施工单位对该幢房屋进行
封闭围护处理，以确保周
边道路通行车辆和人员的

安全。
今年 8月 1日下午，

江北区住建局会同庄桥房
管所、费市村委会工作人
员在日常农村危房的检查
中，发现该村一村民所有
的严家新屋 59-60 号 D
级危房外部山墙已经严重
倾斜、变形，随时可能发
生倒塌事故。由于该危房
尚在使用，且紧临费市村
道路，一旦发生事故后果
不堪设想。

为确保安全，江北区
住建局立即联系庄桥街道
并发文通知，要求街道立
即启动房屋应急预案，疏
散住户，并对该危房采取
隔离、围护措施。该房村
民于当天紧急疏散，危房
周边也采取警戒围护措
施，村委会明确对该危房
采取拆除解危处理。

在近期的日常巡查
中，江北区住建委工作人
员还发现怡江新村部分阳
台、门斗存在的粉刷脱
落、开裂、露筋现象，由
专业人员进行专项应急抢
修工程，共完成危险点维
修 135 处，并对新增的
27处疑似危险点落实维
修，提升了该小区房屋的
总体安全性能。

记者 周科娜

本周三下午，碧桂
园、中梁等7家竞拍单位
聚首余姚，争夺泗门镇
大庙周村滨江公园东侧
商住用地的建设使用
权。最终由碧桂园以楼
面价2675元/平米，折合
总价约 1.91 亿元竞得该
地块，溢价率为33.75%。

据了解，该地块位
于陶家路江和滨江公园
东侧，北面为滨江小
区。规划性质为商住用
地，出让面积约 59369

平方米，可建面积约7.12
万方，挂牌楼面价约
2000元/平方米，起始总
价约1.42亿元。

参拍房企共计7家，
分别是宁波浩合置业有
限公司（碧桂园）、仑江
集团有限公司、浙江豪
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余姚市华兴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上海中
梁铭置业有限公司，另
外两名为自然人。

该地块竞拍于当天

下午2点半开始，首轮碧
桂园报价 180 万元/亩，
中梁随后加价 3 万元/
亩，十余轮后竞价达到
200万元/亩。最终碧桂
园以214万元/亩的报价
拿下该地块。

从土拍市场看，今
年 8 月，鄞州区在土拍
市 场 火 热 了 一 把 ，
15670元/平方米的宅地
成为首南“地王”。9
月，海曙会有三宗地推
出，其中，原来朝阳新

村地块挂牌起拍价为
12600元/平方米，刷新
了宁波史上最高起拍价
记录。

据初步统计，9月宁
波大市将推出约 48 宗
地 ， 总 面 积 113.26 万
方，其中，2 宗住宅用
地，5宗商住用地，商住
和住宅用地总面积为
14.96万方，约占总出让
面积的 13%，分别位于
海曙、鄞州和宁海。

记者 周科娜

“金九银十”传统楼市旺季

本月宁波楼市预计有18个新盘推出
进入9月，“金九银十”的楼市传统旺季里，宁波楼市会有哪些新盘推出，是很多有买房需求的市民所关

心的话题。
据初步统计，9月宁波预计有18个新盘推出，其中10个为首次亮相的新盘。土拍市场预计推出48宗地，

其中商住和住宅用地约占总出让土地的13%。

每年的9、10月份，
为楼市传统旺季。一部
分有婚嫁需求的购房
者，往往选择9月份以后
出手购房。按照开发商
传统策略，下半年的推
盘往往高于上半年。

进入9月，宁波会有
哪些新盘推出？据了
解，本月楼市预计有18
个楼盘即将入市。记者
发现，这个18个楼盘，8
个为老盘加推，其余10
个为新盘。

从 楼 盘 所 在 区 域
看，18个楼盘分布在鄞

州、江北、海曙、余
姚、镇海和慈溪。其
中，鄞州区所占的楼盘
最多，一共11个，江北
和镇海均有2个，其他区
域均只有1个新盘。

鄞州区即将入市的
新盘有同创涌宁府、融
创逸树、宁波宝龙广
场、中海宁波湾、荣安
香园 3 期公园半岛、万
象府等。这些楼盘各有
特色，同创涌宁府位
于鄞州鄞县大道与天
工路交汇处，周边有鄞
州 万 达 广 场 、 印 象

城、培罗成广场三大商
圈；中海宁波湾位于周
宿渡畔、澄浪桥头的滨
江综合体处，主力面积
在 105- 138 平 方 米 之
间，符合改善购房者的
心理需求；融创逸树地
处东部新城和老江东连
接处，往东就是文化
广场商圈；宁波宝龙
广场，作为地铁商业综
合体，包含地铁商铺、
约 50 平方米的小户型
等。

海曙的新盘有银亿朗
境，江北即将开盘的是中

体SPORTS城和位于姚江
新城启动区内的姚江金茂
府。中体SPORTS城，配
置全民健身中心、5.8万方
体育公园成该盘一大卖
点。此外，慈溪即将推出
的新盘是碧桂园天誉华
府。

加推的楼盘中，鄞
州区的有恒厚东城阳
光、宁波轨道绿城杨柳
郡、菩悦花苑、星宸明
月里、绿地 U+未来中
心，余姚的恒大御澜
庭，镇海的有中梁首府
和富力院士庭等。

本月预计18个楼盘即将开盘

9月宁波大市将推出约48宗地

江北近期处置
两起房屋安全事件

据悉，早在两月前，我市
招行、民生等银行便已将首套房
贷利率上浮幅度调高至10%。时
至今日，记者发现，即便是国有
银行也已相继取消了首套房贷基
准利率，将利率起点上调至基准
利率上浮5%。

记者私下计算，相比一年
前，市面上最低8.2折，折后4%
出头的首套房利率折扣，如今
动辄5%以上，“贵”的甚至要
6%以上的利率，市民的房贷压
力增加的不只是一点点。

以一笔100万元的 20年
期等额本息按揭贷款为例，假
定购房者顺利获得了仅上浮
5%的最优利率，月供和本息
仍 需 要 6679.92 元 和
1603181.01 元；而一年前，
即便购房者仅申请到8.5折的
主流折扣，月供和本息也只要
6147.1 元和 1475303.89 元。
两者相比，月供差额超过530
元，而利息相差近13万元。

银行惜贷，市民买房成本走高

取道抵押贷，利率至少是基准的1.3倍

各家银行在6
月份快速收紧房贷
至今，甬城住房按揭
贷款迟迟未见松动
迹象，这已影响到不
少市民的理财计划。

记者近日从全
市各大银行、房产
中介机构以及在售
楼盘售楼中心获
悉，除了房贷利率
上涨，个别银行还
早早关上了房贷闸
门，按揭者不得不
取道“抵押贷”达
成购房心愿。面对
市场利率的上涨趋
势，购房者也开始
打起了提前还贷的
理财算盘。

记者了解，早在一年前，个
别中小银行的五年期定期存款
利率已与当时的最低房贷利率
相持平，倘若选择银行理财产
品，还有小幅利差收益。当前，
来自融360的最新数据显示，
银行理财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
率已达4.4%左右，放眼甬城，
本周在售的产品中，预期年化
收益率达4.8%~5%，甚至5%
以上的投资债券、利率市场，收
益又相对稳定的非结构性产品
不少。换言之，倘若打理得当，
房贷不仅可以免息，还能获取
额外收益呢。可见，对于有幸获
得优惠利率的首套房贷者而
言，有了闲钱，考虑提前还贷，
还不如投资银行理财产品进行
滚动理财。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
提前还贷都划算。”工行理财
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即
便是眼下，按揭者获得了
5.145% （上浮 5%） 的利率，

房贷利率和可获取的理财利
率相接近，也只有处于还款
初期的借款人提前还贷才会
比较划算，因为还款利息支
出通常集中在还款初期；而
对于部分剩余贷款，减少月
供并非最佳选择，按揭者不
妨考虑缩短贷款期限。”

而针对等额本息和等额
本金两种还款方式，银行人士
表示，前者每月还款总额固
定，其中还款本金递增，还款
利息递减，因此如果按揭者还
贷已到中期，就是已偿还了大
部分利息，提前还款的意义便
不大；而后者是将贷款额总额
平分的成本金，根据所剩本金
计算还款利息，随着还款时间
的增加，所剩本金减少，还款
利息也越来越少，所以当还款
期超过三分之一，按揭者就已
还了一半的利息，提前还贷就
更无必要了。

记者 崔凌琳

实际上，即便是5%~10%的利率
上升幅度，也不是每个首套房按揭者都
能“享用”的，一旦购房者曾有逾期等
不良资信状况出现，银行便毫不留情地
将利率上升幅度扩大至20%~30%。

“就目前来看，总行下来的信贷额
度着实有限，我们要争取贷款规模，唯
有吸收存款，否则就只能向外借钱。这
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考虑收益问题，
而住房按揭贷款因为利率太低，对其

‘惜贷’也是正常现象。相比之下，抵
押贷款或消费信贷的利率一般需要在基
准利率基础上上浮30%以上，现阶段
无疑更合我们的胃口。”一家股份制银
行个贷部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据了解，在暂闭房贷闸门的同时，
有部分小银行对抵押贷款亮出绿灯，即
购房者可将现有住房作为抵押，顺利获
得1.3倍，甚至高于1.3倍于基准利率的
贷款，这也成为眼下部分市民间接获得

“房贷”的最快途径。刚刚通过银行批
贷的市民蒋先生昨表示，眼下房贷确实
不好贷，但只要能接受利率，要获得银
行贷款还是有门的。

基准利率
上浮5%~10%成主流 购房者转道“抵押贷” 提前还贷不如轻松理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