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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财富 2020年9月22日 星期二 广告

9月21日上午，最新一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结果
出炉。1年期LPR为3.85%，5
年期以上LPR为4.65%，与上
个月持平。

7月 6日，宁波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住建、人民银行、
银保监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进一步保持和促进我市房地产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新
政实施已有两月，宁波市区一
手房、二手房的成交量，在8月
份双双出现下滑——其中，被
视作更能反映宁波楼市实际风
向的二手住房，成交量环比跌
幅更是超过20%！

根据市房管中心最新发布
的8月份市区住宅成交数据显
示：市六区商品住宅成交8493
套，较7月份减少341套，环比
微降3.9%。市六区二手住房
成交 8081 套，较 7 月份减少
2205套，环比降幅21.4%。相
比新一轮调控政策出台前，近
期宁波楼市的温度确乎有所走
低。

新政伊始之际，严控楼市，
多家银行表示将认房认贷。然
而8月一手房、二手房成交量
下滑的现实或许对房贷业务多
少有些影响，多家银行在操作
按揭时有所松动。

蒋女士最近买了一套二手
房，之前她名下还有一套已还
清贷款的自住商品房。8月
底，她去一家国有银行办理房
贷时，业务经理明确告知她名

下没有房贷，这套刚买的二手
房办理按揭可以按首套房算，
蒋女士顺利地按照首套房办理
了贷款。

记者以购房者的身份分别
向6家不同的银行（包括国有
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商行）
进行咨询，得到的回复均是按
揭认贷，只要名下没有房贷，买
房基本上按首套房操作。

今年下半年以来，国务院、
住建部分别召开房地产工作座
谈会，再次强调“房住不炒”定
位，坚持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
刺激经济手段。截至目前，已
经有超15个城市发布楼市调
控收紧政策，不仅涉及房价、房
贷等常规内容，在限购方面还
特别出台条款堵住“假离婚”

“假落户”带来的多套房购买优
势，增加炒房成本。

而根据融360大数据研究
院对9月房贷利率水平的监测
情况，不难发现，虽然整体房贷
利率水平仍然略降，但越来越
多的城市房贷利率下行趋势已
现拐点，且二套房比首套房的
利率拐点更为显著。事实上，
不仅利率如此，二套房的首付
比例也比首套变化更大，沈阳、
无锡的二套房首付比现集体上
调现象，还有部分城市之前有
银行执行主流偏低的二套首付
水平，本月大多也调涨至主流
水平。以上种种，充分体现了

“房住不炒”的政策思路。
记者 周雁

9月LPR仍维持不变
宁波二手房成交量下跌

9月21日，雅戈尔因为两份公告成为市场热议的“焦点”，一
份是公司拟回购公告，一份是股东要减持的公告。

一边拟回购 一边要减持

雅戈尔引市场热议

雅戈尔公告称，拟使用不高于
15亿元的自有资金，以不超过7.50
元/股的价格回购股份，回购数量1
亿—2亿股，占公司回购前总股本约
2.16%-4.32%。

上市公司回购自家公司股票，一
般都会被市场解读为利好，不过，紧
接着雅戈尔还抛出了一份股东减持
公告，让股民有些“困惑”。

雅戈尔同日披露的减持公告显
示，股东昆仑信托出于资金安排需
要，拟通过集中竞价等法律法规允许
的方式减持“昆仑信托@添盈投资一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账户所持有的
公司部分无限售流通股，减持期间自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至2020

年12月31日，减持股份不超过4629
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数据显示，雅戈尔最新收盘价为
7.17元/股，距上述回购价格上限相
差 0.33 元；当前总股本为 46.29 亿
股，全部为非限售流通股，总市值为
331.9亿元。

对于此次回购的目的，雅戈尔表
示，是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
对公司价值的高度认可，回购的股份
将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以此
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
建立健全激励约束机制，确保公司长
期经营目标的实现，提升公司整体价
值。本次回购股票实施时间为2020
年9月18日至2021年9月17日。

雅戈尔拟回购 一股东要减持

事实上，雅戈尔自从2019年 4
月份在40周年之际，提出调整战略
思维喊出“回归主业”的口号后，回购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2019 年 6 月 11 日—2020 年 5
月19日，雅戈尔回购公司股份3.85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68%，力度
更大，超过本次拟回购计划。雅戈尔
彼时回购计划的资金上限是50亿
元，价格上限是6.79元/股。实际上，
公司本次回购共耗资25.01亿元(含
交易费用)，略高于回购资金下限25
亿元；回购最高价格6.79元/股，回购
最低价格6.11元/股，回购均价6.49
元/股。

二级市场方面，在上次实施回购
期间，雅戈尔的股价一度大涨至7.31
元/股，期间最大涨幅在20%左右。

不过，彼时回购时，昆仑信托也
恰巧进行了减持。公告显示，2020
年3月25日至9月20日，其减持了
1948.03万股。雅戈尔中报显示，昆
仑信托旗下信托计划持有雅戈尔
5.68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28%，
系公司第二大流通股东。

但雅戈尔同时强调，除了昆仑信
托外，公司再未收到其他持股5%以
上股东减持计划的回复，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未来3个月、未来6
个月内均不存在减持计划。

回购、减持都不是第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回归主业”
外，“处置投资项目”是雅戈尔近两年
提到最多的词。

在此次回购公告中雅戈尔表示，
本次回购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雅
戈尔确实不差钱，截至今年一季度，
雅戈尔的现金余额已经增至140亿
元。

不仅如此，雅戈尔近日还通过减
持宁波银行部分股票获取了大量的
现金。8月12日，雅戈尔集团减持
宁波银行股份共计6087.15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1.01%；9月8日至9
月 14 日，雅戈尔出售宁波银行
4687.47万股，交易金额为15.49亿
元，净利润为4.33亿元。

在产业变革方面，从去年开始雅
戈尔就动作频频，先是与阿里在智能
制造、供应链、新零售展开全面合作，
今年又在疫情期间全面启动微商城
分销、直播营销新模式，可以看到雅

戈尔在积极拥抱数字革命。
今年上半年，在服装、地产和投

资“三驾马车”的驱驰下，雅戈尔实现
营业收入 69.58 亿元，同比增长
51.83%；实现归母净利润 28.76 亿
元，同比增长41.88%。受疫情这只

“黑天鹅”影响，公司服装板块完成营
业收入26.29亿元，实现归母净利润
3.95 亿元，分别同比下降 16.72%、
39.03%。

截至收盘，雅戈尔下跌0.55%，
报收于7.17元/股。目前雅戈尔市值
331.9亿元，在A股品牌服饰板块中
排名第一，但市净率只有1.23倍，市
盈率只有8.4倍，排在行业中下游。

不过，市场一时的困惑总会过
去，人们应该更想知道，如今手中握
有品牌、资本，且踏上回归主业、产
业变革征程后的雅戈尔，是否能华
丽转身，为市场带来更大的惊喜。

记者 王婧

目前雅戈尔不差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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