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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银行购房首付款需提供资金来源明细

我市严查信贷资金违规入楼市
“3 月中旬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通知，上周一直在开展紧急自查，
近段时间涉及个人住房贷款、房地产开发贷、消费贷、经营贷的监管比
以往更为严厉。”昨日，某银行贷后审查部门的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
另一家银行信贷合规部门的人士称，近段时间全宁波的银行金融
机构都在开展自查。
记者了解到，为抑制炒房、投机行为，促进房地产信贷业务平稳健
康发展，人行宁波市中心支行于近期联合宁波银保监局、市住建局向
全市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信贷
审慎管理的通知》，要求金融机构针对信贷资金通过各种途径违规流
入房市的情况进行自查，并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因读书户口转出宁波
还能在宁波限购圈内买房吗？
还能获得无房户资格吗？

本栏目由宁波市房产市场
管理中心与本报共同主办

严查经营贷、消费贷
自去年以来，包括宁波在内
的不少城市房价升温，在房住不
炒的导向下，
银行压实房贷红线，
房贷利率也有所上升。与此同
时，
为刺激消费、
扶持小微企业发
展，消费贷和经营贷利率则进一
步走低。对此，有炒房者便动起
了
“挪用资金买房”
的歪脑筋。
消费贷、经营贷违规流入楼
市，加大了炒房资金
“杠杆”
。这
种“火上浇油”的行为监管部门
的态度是坚决说不！
“从现在开始，我们银行发
放个人住房贷款的审查环节中
增加了一条，贷款人需提供首付
款来源明细，证明是自有资金。”
某银行贷款部人士对记者说，从
这一点上看，审核的把关比过去
更严。
采访中，有几家银行表示已
开始实行提供首付款来源明细

清单的做法，受访银行均表示会
严格执行《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
信贷审慎管理的通知》的各项要
求，首付款来源明细方面或列清
单或会要求贷款人签署承诺书。
“政策绝对要不折不扣地执
行，对于首付款来源明细的审核
将是一项重点工作。”另一家银
行信贷部门人士表示。
多位银行业人士表示，如果
自查阶段发现了经营贷、消费贷
违规流入楼市的情况，银行要坚
决断贷，并第一时间追回贷款。
“《通知》不仅要求金融机构对借
款人的首付资金来源、偿债能力
进行严格审核，也会对房地产开
发企业、房地产中介机构的违规
行为进行查处。相关违规行为
《通知》有细化参照条款，所谓的
‘捷径’是走不通的！”上述银行
信贷部门人士表示。

多地监管硬核出击
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 3
月 18 日通报经营贷专项核查结
果：已提前收回 21 笔、5180 万
元涉嫌违规贷款，处罚违规机构
4 家，处罚问责违规责任人 14
人次，处罚金额合计 575 万元。
上海银保监局表示，上海地
区 135 家商业银行已经完成个
人住房信贷管理专项自查工作，
存在贷款资金用途违规，部分个
人消费贷、经营贷资金流入房地
产市场。
3 月 23 日，北京银保监局发
布消息称，辖内银行对 2020 年
下半年以来发放的个人经营性
贷款等业务合规性开展自查，自
查发现涉嫌违规流入北京房地
产市场的个人经营性贷款金额
约 3.4 亿元，占比约 0.35%。其
中部分涉及银行办理业务不审
慎，部分涉及借款人刻意规避审
查。目前，相关银行正在全力推
进整改工作。
记者 周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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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我外地户籍，刚来
宁波工作没多久，限购区外能够
买房吗？
答：在我市限购区域外购买
住房，不受户籍、已有家庭住房
套数、社保或个税缴纳时间的限
制，
可以购买住房。
【问题三】集体户买房有没
有什么限制，跟常住户口一样
吗？
答：按照现行政策，我市集
体户口与常住户口在申请限购
区域内住房情况核查（限购资
格）或无房户优先认购商品住房
资格方面没有区别。

【问题六】只要圈内买房子
就必须要打限购证明吗？怎么
操作？
答：按照现行政策，除持有
市五区房屋征收货币补偿安置
协议（2014 年 10 月 1 日 之 后 签
订）、市 五 区 集 体 土 地 上 住 宅
征 迁 货 币 补 偿 安 置 协 议（2016
年 7 月 13 日 及 以 后 签 订）的 购
房人之外 ，在限购区域内购买
住房的居民 ，均需提供购房资
格证明 ，购房资格证明有效期
为 30 天。
【问题七】第一套房父母帮
买，写我自己名字，现在卖掉了，
以后我自己买还算无房户吗？
还是首套房吗？
答：如果该套房产已完成过
户登记，您本人及配偶、未成年
子女（如果已婚）名下在市六区
无住房，户籍在市六区或者非市
六区户籍但可以提供近三年内
在市六区已连续缴纳 24 个月社
保证明的，可以作为无房家庭申
请优先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记者 曾梅

【问题四】买二手房需要无
房户资格证明吗？
答：无房户优先认购资格适
用于在市六区新建商品住房项
目中优先认购商品住房的情况
下，买二手房不需要提供无房户
资格证明，但购买限购区域内的
二手住房的，需要提供限购资格
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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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银保监局官网显示，
3 月以来，浙江银保监局已针对
银行业机构开出 20 余张罚单，
罚单涉及多家国有大行和股份
制银行，其中个人经营性贷款、
个人消费贷款成为重点排查、监
测对象。罚款原因包括信贷资
金被挪用于购房，信贷资金被挪
用于股市和金融资产交易所产
品等投资。贷款资金用于缴纳
土地款、挪用置换股东土地出让
金支出、向未结顶楼盘发放按揭
贷款等。监管对此开出了 185
万元、115 万元的重金罚单。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和
广东银保监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经排查，截至 3 月 16 日，发现广
东辖内（不含深圳）银行机构涉
嫌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的
问 题 贷 款 金 额 2.77 亿
元、920 户。
深圳银
保 监 局 、中

【问题一】本人原籍宁波，无
房，因求学而落户到外地学校，
这期间是否还有资格在宁波限
购圈内购房？是否可以做无房
户，
享受优先购房？
答：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原
宁波户籍学生因求学将户籍迁
出宁波市的，外地求学期间在限
购区域内申请购买住房的，仍可
以按照宁波市户籍居民身份申
请住房情况核查（限购资格核
查），但因户籍已迁出市六区，不
能以无房家庭名义在市六区新
建商品房项目中申请优先购房
资格。

【问题五】我在宁波工作过,
有 2 年社保记录，有无房资格，
如果慈溪买一套，在宁波还能以
无房户优先购买吗？
答：如果在宁波市市六区近
三年连续缴纳 24 个月社保，家
庭成员在市六区无住房（慈溪等
县市有住房的不算在内），可以
在市六区内以无房户申请优先
购买新建商品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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