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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3054204B

名称
吴通控股

合康新能

华星创业

华塑控股

广弘控股

春兴精工

名称
N天味

梅雁吉祥

奥瑞德

红阳能源

洲际油气

方盛制药

收盘价
5.01

3.60

6.45

3.61

7.55

9.63

收盘价
19.38

5.23

5.57

5.47

3.94

13.70

涨幅（%）
10.11

10.09

10.07

10.06

10.06

10.06

涨幅（%）
43.98

10.11

10.08

10.06

10.06

10.04

名称
视觉中国

国恩股份

华宝股份

兆丰股份

每日互动

景嘉微

名称
汇金通

置信电气

华发股份

好莱客

*ST柳化

*ST椰岛

收盘价
20.41

31.10

38.60

62.66

64.55

42.69

收盘价
15.94

10.72

9.27

20.07

4.35

10.53

跌幅（%）
-10.01

-9.99

-9.77

-7.02

-6.61

-6.01

跌幅（%）
-9.99

-9.99

-7.39

-7.26

-5.02

-4.96

名称
京东方Ａ

美锦能源

东方能源

平安银行

中兴通讯

TCL 集团

名称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中国建筑

中国联通

民生银行

收盘价
3.89

17.26

8.26

14.58

33.55

3.94

收盘价
3.89

6.00

4.00

6.68

6.93

6.69

成交额（万）
246573

456158

220245

337955

745751

86332

成交额（万）
290795

327848

164423

266598

249214

229655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7.99

7.14

13.33

10.17

7.22

5.22

7.82

4.18

7.56

涨跌幅（%）
+0.76

+4.39

+1.14

+2.01

+0.14

+2.35

+1.96

+1.70

+1.34

成交量（手）
189346

494904

21268

76803

240196

33507

37011

97640

39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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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占比双降
陕西“奔驰女车主哭诉维权”一

事持续发酵，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
漏油等质量问题之后，女车主投诉被
强制收取金融服务费，这一维权行为
揭开了汽车销售行业的一块黑布，也
触碰到每个消费者的神经。

和发动机漏油一样，收得不明不
白的金融服务费同样令人担忧。此次
维权事件暴露出，向贷款购车的消费
者收取金融服务费，是国内汽车销售
行业的潜规则，此前许多消费者甚至
都不知道有这笔费用，往往在销售诱
导下，稀里糊涂交了钱。汽车销售过
程中的金融服务费因何而收、钱去向
何处、该如何监管，不仅关乎消费者
权益，也关乎市场秩序。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汽车销售
行业潜规则不是一两天形成的。目前，
相关监管部门已对事件立案调查，责
成企业尽快妥善处理。然而，维权事件
揭开的汽车销售黑幕更值得深入调
查。金融服务费等收费项目是否合理、
合法，是否存在强制收取以及不规范

收费等问题，这些都应依据权威调查
结果，给广大消费者一个明白的说法，
更要给市场立个明白的规矩。即使有
必要收取购车金融服务费，该由哪个
部门订立收费标准，哪个部门负责监
管，这也是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

不能等着消费维权曝光，监管工
作应该走在前面，有关部门应该抓住
事件中暴露的深层次问题顺藤摸瓜，
深入细致摸清行业运行中种种不合
理、不合规的做法，逐一予以纠正和
规范。对汽车等大额耐用消费品的买
卖，监管工作是否应该前置、遇有纠
纷如何及时介入，这些问题除与消费
者权益密切相关外，也关系到如何澄
清市场秩序、优化营商环境。

优化营商环境和保护消费者权
益密不可分，稳定、公平、透明、可预
期的营商环境，不仅要让企业感到便
利，更要让消费者感到放心。监管有
力度、服务有质量，才能提升消费者
的信心，才能激发市场活力，这符合
商家和企业的长远利益。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陈
炜伟 王优玲）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布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
动情况统计数据。统计显示，3 月份，
一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
格同比涨幅微升。

统计显示，3 月份，4 个一线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4.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0.5%，涨
幅比上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31 个二
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上涨12.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

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8.2%，涨幅与上月相同。35 个三线城
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11.4%，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
点 ；二 手 住 宅 销 售 价 格 同 比 上 涨
8.4%，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一二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略有下降，三
线城市有所上升。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
刘建伟分析，3 月份，各地继续坚持
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保持政策的
连续性，房地产市场总体平稳。

3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微升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向家莹)伴随银
行年报的发布，银行涉房贷款全貌也逐步显现。数
据显示，六大行2018年投向房地产业贷款及个人
住房贷款的总规模达19.56万亿元，较2017年年底
的 16.66 万亿元增长了 17.44%。一方面，新增贷款
中个人住房贷款占据了全部新增贷款的“半壁江
山”；另一方面，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及其在新增贷
款占比均持续下滑，体现了房地产严监管下银行
授信政策的结构性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在个人按揭贷款增速放缓的
同时，银行房地产开发贷却逆市上扬，部分银行相
关贷款显现不良抬头迹象。对此，多家上市银行表
示，将聚焦重点客户、重点区域的差异化授信政
策，同时警惕相关领域风险。专家表示，严控房地
产政策并未松动，“房住不炒”也仍然是银行信贷
政策的基本底线。

大行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增速普降大行新增个人住房贷款增速普降44%%至至55%%
作为个人住房贷款发放的主要来源，2018 年

六大行个人住房贷款新增2.5万亿元，在全部新增
贷款5.13万亿元的体量中占比为49.39%。

根据六大行新增个人住房贷款体量排序，依
次为工商银行0.65万亿、建设银行0.54万亿、农业
银行0.53万亿、中国银行0.44万亿、邮储银行0.26
万亿、交通银行0.11万亿。其中，除建行和交行外，
其余四家大行个人住房贷款占新增贷款比重均有
较 大 幅 度 下 降 ，工 行 由 2017 年 的 59.31% 降 至
54.89%，农行由 57.48%降至 43.2%，中行由 54.29%
降至 49.6%，邮储银行更是由 60.64%降至 40.62%，
降幅达20%。

目前披露相关数据的股份制银行中，个人住
房按揭贷款占新增贷款比重增减不一。例如，中信
银行2018年个人住房贷款增量为0.13万亿，占比
33.16%，较2017年上升11%；浦发银行2018年个人
住房贷款增量为0.08万亿，占比23.65%，较2017年
增长 13%；招商银行新增个人住房贷款为 0.09 万
亿，占比26%，较2017年下降约8%；平安银行新增
个人住房贷款 0.029 万亿，占比 10%，较 2017 年下
降19%。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个人住房贷款增量可观，
且仍是银行新增贷款的投向重心，但房地产调控
仍然在个人住房贷款份额及增速上得以体现。一
方面，银行新增贷款投向个人住房贷款的比例已
连续两年减少。工行、中行、农行、邮储银行新增贷
款投向个人住房贷款的比例，从2016年的64.51%、
70.47%、78.17%、60.64%，分别下降为 2017 年的
59.31%、54.29%、57.48%、60.64%，再进一步下降到
2018年的54.89%、49.6%、43.2%、40.1%。

另一方面，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增速连续两年
降低。2016年工、农、建、交四家国有大行个人住房
贷款增幅均在30%左右；2017年，工行和农行的房
贷增速在20%以上，建行、交行2017年房贷增速在
15%以上。而2018年，各大行房贷增速继续降低4%
至 5%，农行、工行、建行、交行增幅分别为 16.8%、
16.5%、12.8%和12.3%。中行未披露相关具体数据，
但其2018年年报表示，继续执行差异化的个人住
房贷款政策，稳步投放个人贷款。股份制银行增速
的下降则更为明显。平安银行2018年房贷增幅较
2017年下降60%，光大银行、民生银行降幅也均超
过22%。

某银行个贷业务人士对记者表示，无论是去
年还是今年，房地产政策都没有放松迹象，房贷基
调没有变化，仍以严控为主。“不过因为整体利率下
降，流动性确实出现改善，业务开展比较平稳，放款
效率有所提高，北京部分银行在审批后能达到2至3
天放款。”该人士表示。

一位券商分析师表示，银行按揭贷款投放较
多主要是因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银行自身风险
偏好下降，倾向于风险较低的零售端业务。按揭贷
款占据了个人贷款存量的3/4，且有住房抵押，历

史上不良率在0.3%至0.4%之间，远低于行业整体
水平，实际损失率更低。受风险偏好下降影响，银
行有动力多做按揭。

多银行对公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多银行对公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占比呈双升占比呈双升
与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增速回落不同，虽然房

企融资渠道收紧已成既定事实，但去年上市银行
房地产行业贷款总额却普遍逆势增长。不同银行
对房地产业贷款的统计口径略有不同，主要包括
开发贷款、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和其他发放给房
地产行业企业的非房地产用途贷款，其中以开发
贷为主。

除邮储银行外，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大
行2018年对公的房地产业贷款余额和占比均呈现
双升态势。

中行房地产贷款余额接近9158亿元；工行达到
8500亿元；农行和建行都超过了6000亿元，而交行
和邮储银行则分别为2165亿元和563亿元，其中，邮
储银行房地产业贷款仅为1%，远低于其他大行。

农行房地产业贷款占比由2017年的8.4%升为
9.4%，其年报显示，该行房地产业贷款的统计口径
包括发放给主营业务为房地产行业企业的房地产
开发贷款、经营性物业抵押贷款，和其他发放给房
地产行业企业的非房地产用途的贷款。建行房地
产业贷款由3.2%升至3.7%，2018年房地产开发类
贷款余额 3656.54 亿元，较 2017 年增加 466.54 亿
元，年报显示，其重点支持优质房地产客户和普通
商品住房项目。

相较大行的个位数增幅，股份制银行对房地
产业贷款似乎更为积极。2018年民生银行新增房
地产业贷款1318.15亿元，居上市银行之首，占全部
新增贷款的比重高达 52.22%。招商银行和光大银
行对房地产业贷款投放力度亦较大。2018年末，招
商银行房地产业贷款余额 3164.9 亿元，同比增长
25.58%；光大银行房地产业贷款余额1920.75亿元，
同比增长35.25%。

在房地产业贷款增长有所提速的同时，多家
银行年报显示，房地产业贷款不良有抬头迹象。例
如，平安银行2018年末房地产业不良率1.56%，较
上一年增加0.79个百分点。

对于其中风险，银行也在年报中表示会有相
应关注和调整。例如，交行年报表示，部分领域潜
在风险的防控任务较重，债务压力较大的房地产
企业存在的风险需要警惕。招行也预计，2019年房
地产行业风险主要集中在部分去库存速度慢的
三四线城市，以及个别高杠杆、中小房地产企业。

涉房业务已现涉房业务已现““触顶触顶””迹象迹象
对于银行而言，“房住不炒”仍然是其信贷政策

的基本底线，其年报中均提及“落实差异化信贷政
策”和“支持自主性购房需求”，加之监管层强监管持
续，整体来看，银行涉房业务已现“触顶”迹象。

农行表示，该行严格落实各项监管要求，实行
差异化个人住房信贷政策。此外，该行开发零售贷
款欺诈风险识别系统，精准识别住房贷款假按揭
等。中行表示，认真执行住房金融政策，严格执行
差异化信贷政策。

央行在2019年金融市场工作会议上表示，加
强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落实房地产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长效机制。

中国银行业协会联合普华永道发布的《2018
年中国银行家调查报告》对2380位银行家的调查
显示，尽管地产公司抵押担保品大部分时候是土
地储备或楼宇，理论上是中国较优质的担保品，
不过，依然有45%的银行家认为2018年信贷投资
应该首先要限制房地产行业。

对于2019年信贷投放，上述券商分析师认为，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方面，我国居民杠杆率仍处于
安全水平，预计按揭贷款今年仍将维持平稳增
速。房地产企业贷款方面，在“因城施策”差异化
调控原则下，房企资金可得性或将有所提高。

本报综合消息 4月16日消息，当
日开盘两市小幅低开，早盘受养鸡概
念股全线杀跌的影响，三大股指震荡
下行，创指一度大跌逾1.5%，盘中银行
股强势拉升，各大股指相继走高，沪指
收复3200点关口，午后5G概念股持续
爆发，两市股指再度走高，全线暴涨，
创指逼近1700点，题材板块几乎全线
飘红，个股呈普涨态势，市场人气集聚
回升，资金做多意愿明显增强，沪深两
市合计成交额近8000亿元，沪股通净
流入22亿，深股通净流入18亿，截至
收盘，沪指报3253.60点，涨2.39%，深
成指报10287.64 点，涨2.33%，创指报
1697.53点，涨1.84%。

从盘面上看，行业板块几乎全线
上涨，5G、氢能源、多元金融居板块涨
幅榜前列。

新浪财经首席评论员老艾表示，
16日的行情就是两个字：纠错！15日在
重磅利好之下，居然走出大幅回落的
走势，属于不折不扣的出错行情！应该
利用市场犯错来为自己牟利，但这需
要多年的修行。市场既然已经纠错，就
回到了正途，会继续牛市行情。

针对后市，浙商证券指出，中长期
市场不必悲观，短期投资者应关注自下
而上机会。总体上，该机构认为市场短
期会因3月数据超预期而反弹，但市场
短期仍然处于震荡期，需关注自下而上
的机会，短期关注大金融、化工、航空、
医药板块。在主题上，亦可关注国企改
革、“一带一路”和长三角一体化机会。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售票处售票处 飞机票、火车票、国内外旅游、签证、租车、订酒店联系电话：0970-7680723/7680726

祁连双飞两日游 特价666元

更多信息，关注我们

养生温泉、壮丽雪山、神圣寺庙，一价全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