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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涨幅悉数抹尽

首套房贷利率上浮幅度
“友好下调”

理理

财

对于想购买首套房的“刚需”们来说，最近房贷动向传递出来的友好
信息将让他们的负担轻上一点儿。
根据最新出炉的房贷利率数据，2019 年 3 月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
为 5.56%，环比下降 1.24%，为连续四个月回落。
宁波的情况如何呢？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宁波的首套房贷利率走
势大致与全国的平均情况相符。尤其是近半个月以来，能提供较基准利
率上浮 5%的首套房贷利率的银行从少数变成了多数，把房贷的市场平均
利率进一步拉低。

去年此月，
利率至少还需上浮 10%
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发布报告显
示，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连降 4 个
月，至 3 月份为 5.56%，已回归至去年 4
月份水平。在监测的 35 个城市中，共有
29 个城市的首套房贷利率下降。同时，
3 月份，又有 138 家银行下调了房贷利
率，是 2 月份的 3 倍有余。在监测的 35
个城市 500 余家银行中，15 家银行分
（支）行 首 套 房 贷 款 利 率 上 升 ，占 比
2.81%，环比增加 13 家银行分（支）行；
有 138 家银行分（支）行利率下降，占比
25.89%，环比增加 94 家；有 376 家银行
分（支）行首套房贷款利率持平，环比减
少 107 家，
占比 70.54%。
而根据记者掌握的情况，宁波的步
子比全国的平均要迈得大一点。2018
年 2 月底 3 月初记者采访了解到的信息

是，宁波银行业对首套房贷利率普遍为
较基准利率上浮 10%。2018 年 4 月份，
平均上浮已经升至 15%。2018 年 6 月
初之后，宁波的银行陆续把首套房贷利
率从之前较基准上浮 15%左右的水平
调整到上浮 20%或者以上。二套房贷
的利率同步走高，普遍较基准利率上浮
30%左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18
年 10 月底，当时有几家银行悄悄将首套
房贷的利率回调到上浮 15%。到过年
前后，市面上的首套房贷利率在上浮
8%到 10%之间浮动。而到这个 4 月，首
套房贷利率平均水平已经回落到了上
浮 5%的水平。也就是说，梳理这一年
来宁波房贷利率变动的情况，可以发现
一年来房贷利率的涨幅不但已经全部
抹尽，
还要再低那么一点。

鄞州查处
首例质量认证违规案件
认证审核走过场，企业获证与无证“一个
样”……昨天，鄞州区市场监管局对一家认证
机构未按照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则从事认证
活动实施行政处罚。这也是鄞州区查获的首
例质量认证违规案件。
近日，鄞州区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为期半
个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双随机”专项监督
检查。在检查中，该局的执法人员发现一家获
证企业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存
在“猫腻”，此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及质量负
责人均未通过相关内审员培训。
针对上述问题，涉案认证机构指派的审核
员都未进行仔细审核，却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审查，属于未按照认证基本规范、认证规
则从事认证活动的行为。该认证机构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第十八条第
一款的规定，鄞州区市场监管局最终依法对该
认证机构作出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 7000
元，
罚款 2.5 万元的处罚决定。
通讯员 蒋慧 记者 王冬晓

未来房贷利率仍有可能继续下行
对于刚需的购房者来说，最关心的
莫过于如何降低购房成本。在购房成
本中，除了首付、税费之外，最主要的支
出则是贷款利息。那么，未来首套房贷
的利率会否继续下降呢？
融 360 分析认为，总体上，未来房贷
利率仍可能继续下行。此外，二套房贷
的利率，一向与首套房贷利率呈同向浮
动，未来也可能随着首套房贷利率的回
落而继续回落。据融 360 的统计数据显
示，从全国二套房贷款利率变动情况
看，3 月份，全国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89%，较上月回落 0.1%，这已经是连
续第 5 个月回落，且下降幅度达到最大。
记者采访得悉，目前宁波二套房贷
的利率一般较基准利率上浮 10%。
“从
近一年来的情况看，一般二套房贷利率
会比首套房贷利率多上浮 5%到 10%。
现在，二套房贷利率以较基准利率上浮
10%为多。”一家大型中介公司的负责
人告诉记者，目前商业房贷的放款周期
通常在一个月以内，资金宽松的银行放
款速度会更快一些。
上浮相差 5 个百分点，相差大吗？

与动辄百万元的房价相比，你也许觉得
是毛毛雨。不过如果考虑到二三十年
的房贷还款周期，这个相差还是大的。
以 20 年期 150 万元贷款为例，如果选择
等额本息还款法，目前 5 年及以上的房
贷基准利率为 4.9%，较基准利率上浮
10% 的 话 ，利 率 为 5.39% ，月 供 为
10225.34 元，如果上浮 5%的话，利率为
5.145%，月供为 10019.88 元，两者相差
205.46 元。如果不考虑提前还贷以及
后期基准利率变化等因素，20 年间付出
的利息总额会相差近 5 万元。
据记者了解，现行五年以上房贷基
准利率为 4.9%，这个利率从 2015 年 10
月 24 日以后没有变过。按照大部分银
行的购房贷款合同，约定的上下浮比例
在贷款期间是不会变动的。如果基准
利率发生变化，新利率将于次年的 1 月
1 日（或其他双方约定日期）开始执行。
也就是说，不论是以前申请到较基准利
率下浮的优惠利率，还是目前申请到上
浮 5%利率房贷的市民，在还贷期间，这
个上下浮幅度将一直伴随着他们。
记者 周静

天弘余额宝解除
“限购”
日前，
支付宝官方发布公告称天弘余
额宝货币基金解除限额，
投资者可以随时
买入。此前，这只宝宝个人最多持有 10
万元、
单日最多购买 2 万元。这也说明自
余额宝接入新的货币基金以来，
天弘余额
宝货币基金规模已经得到控制。
不过投资者似乎对解除限购并不
太关心，4 月 14 日，天弘余额宝的七日
年化收益率为 2.2960%。这一水准没能
赢过互联网宝宝的平均收益率。
融 360 监测数据显示，上周 78 只互
联网宝宝产品的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
为 2.49%，较上上周大幅下跌 0.21 个百
分点，创近 28 个月新低。
从不同类型销售平台来看，银行系
宝宝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是 2.59%，排

名首位；第三方支付系宝宝平均七日年
化收益率是 2.51%，排名第二；代销系宝
宝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为 2.41%，排名
第三；基金系宝宝平均七日年化收益率
为 2.35%，排名继续垫底。从万份收益
来看，除了银行系宝宝平均万份收益还
在 0.7 元以上，其他三系宝宝万份收益
都跌至 0.7 元以下。
整体来看，上周共有 5 只宝宝七日
年化收益率在 3%以上，排在前十的宝
宝近一年收益率都不算低。融 360 分析
师指出，3 月末受季末节点流动性收紧
影响，互联网宝宝收益率短暂反弹，但
进入 4 月之后资金面回归宽松态势，宝
宝收益率也随即大跌。
记者 周静

江北区税务局
“百名税干进千企”
宁波市江北区税务局近日持续开展“百名
税干进千企”活动，通过上门辅导，为纳税人讲
解减税降费优惠政策，同时收集纳税人建议。
图为该局税务人员在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培
育企业赛特威尔生产车间了解情况。
通讯员 左林俊

余姚试行
“啄木鸟”
协管食品安全
余姚市市场监管局近日率先在牟山镇试
行“啄木鸟”协管食品安全工作，进一步打造餐
饮单位和企事业食堂“阳光厨房”，相关费用由
牟山镇政府财政支持。
目前，牟山镇辖区内有中小餐饮店和中小
学校、幼儿园及企业食堂等近百家餐饮单位，
点多面广，监管难度比较大，食品安全管控风
险也比较大。余姚市市场监管部门和牟山镇
政府食安办学习借鉴外地的成功经验，除市场
监管部门日常检查外，决定邀请第三方协作管
理服务。
经过第三方协管单位的资格审查和招标，
最后确定宁波美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
“美成公司”
）作为第三方协管单位。协管方费
用由牟山镇政府财政支持，并与美成公司签订
食品安全协作管理服务协议，当地政府委托美
成公司对重点餐饮单位、农贸市场、中小学校、
幼儿园和企业食堂开展食品安全协作管理服
务。
通讯员 张松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