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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者担心房价上涨 下手爽快了

置业顾问一天能卖四五套房 还做起夜场生意
宁波楼市节后首周成交大幅回升
记者 郑牡丹 文/摄
春节假期告一段落，随着重磅利好新政的不断出台，宁波楼市步入“正轨”的节奏十分迅速。小长假连续多日“零成
交”
的现象立马终止，
成交量“噌噌噌”
往上走。
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宁波分院的数据显示，春节后首周（2 月 15 日-21 日）宁波市六区共成交商品房 3.33 万平方米，
较前一周增加 2.7 万平方米，环比上升 428.57%；成交商品房 277 套，较前一周增加 229 套，环比上升 477.08%。数据统计员
分析表示，因前一周是春节假期，
网络备案停止，导致节后首周涨幅显著。
业内人士表示，开年的一系列新政为去库存添加了动力，加上去年楼市成交创下新高，原本观望、犹豫的市民买房的
信心得到极大提振；政府的政策引导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估计楼市会
“闹腾”
一段时间。

楼盘现场人气升温
“夜间模式”
开启
楼市火不火，不能光看数据，听听楼盘现场的置
业顾问怎么说。
“虽然春节备案数据不好看，近乎零成
交，但今年春节售楼处的人气，比起往年是相当的旺
了。”说这话的是万科地产相关人士。她说，宁波万科
旗下的楼盘春节期间“不打烊”，收获不错，
“有两位万
科城客户特意等在大年初一零点认购，讨个好彩头；
江湾府春节期间认购量有十多套……”
春节一过，各大楼盘摩拳擦掌，准备乘着开年政
策东风加速跑量。金地悦江来等楼盘积极响应新政
策，打出“首付两成”的广告；农房领尚等即将有加推
动作的楼盘，置业顾问一上班就忙着挨个给意向客户
打电话……
“节后首周每天大概有三四十组访客量，有客户
还约了晚上 8 点多看房。”金地悦江来销售部相关人士
表示，为满足看房团，楼盘现场开启了“夜间模式”，主
要为了抓住部分“返乡置业者”。
在万科江湾府售楼处，记者看到，虽然去年年末
推出的楼房模型都贴上了“售罄”的红色标签，但围着
沙盘咨询的市民仍不少，基本是为新加推的三幢楼而
来。工作人员表示，楼市暖意从正月初四起就开始显

现，非周末每天访客量有二十来组；上周加推的 164 套房
源目前认购量已经超过一半。

买房者担心涨价 下手爽快了
业内：
涨价还得看库存脸色
小施是东部新城某改善型楼盘的置业顾问。她说，
正月初七上班后多的一天能卖四五套。
业内人士表示，从政策层面看，降首付比例、降契税
营业税，引导房产消费的政策支持力度空前，一些前期观
望者担心房价上涨，
下手爽快了。
这一担心并非多余。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宁波分院
的数据显示，利好政策连连的 2015 年，在成交刷新纪录
的同时，房价整体上涨：去年宁波市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
13495 元/平方米，
同比上涨 1.58%。
涨价现象已在几个热卖楼盘有所体现。
“去年楼盘首
开热销近 90%，之后价格就涨了。”鄞州一精装楼盘相关
工作人员说，第一批房源均价在 1.7 万-1.8 万元/平方米，
1.6 万/平方米的也有，现在抢手的户型均价在 2.2 万-2.3
万元/平方米。
位于海曙南的某改善型楼盘置业顾问透露，楼层、户
型平平的房源以及 85-115 平方米的刚需房价格变化不
大，位置较好的以及 125、139 平方米的改善型房源价格

宁波多家银行可办首套房首付两成
但对首套房认定有所收紧
买过一套房 无论房贷是否结清
都只能按首付三成来申请
记者 郑牡丹
春节前夕，央行联合银监会出台个人住房贷款新政，规定在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首套房首付比例降至 25%，并
可向下浮动 5 个百分点，同时二套房最低首付款比例调整为不低于 30%。新政出台将要满月，宁波各家商业银行的执行情
况如何呢？
本周，记者了解到，对于利好政策，市场响应颇为迅速，目前宁波有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中信银行等众多银行落实新政，首套房首付比例最低两成，二套房首付比例最低三成，置业门槛已然放
低。不过，银行对有无贷款记录或购房面积有要求。
在利率方面，
目前宁波市场上首套房贷款利率 9 折优惠依然是主流，
仅个别银行可申请到 8.5 折或 8.8 折利率优惠。

首次贷款结清再次申请按揭的
可能与
“两成首付”
无缘
本周，记者以购房者身份咨询宁波主流商业银行
得知，眼下已有多家银行落实了新政。
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个贷部的相关工作人员说，
目
前分行已经在执行央行的房贷新政，
接受符合条件的客
户申请，
“根据文件，
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客户在我行办
理房贷，
最低可申请到 20%的首付比例，
而对已经拥有 1
套住房且相应购房贷款未结清的居民家庭，
再次申请的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最低首付比例为 30%。
”
首套房的概念如何界定？记者咨询后发现，从银
行操作细则来看，目前在新政的执行上对首套房的认
定有所收紧。
根据政策规定，获得最低首付 20%的前提为“居民
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不过宁波多家银行的工作人
员表示，对于已经结清首次贷款并再次申请贷款的，银
行在落实新政时普遍不认定其为符合条件的首套房，
不予享受两成首付，即要申请首套房首付两成，须满足
“无贷款记录”
、
“无购房记录”。
“如果已经买过一套房，无论房贷是否结清，都只
能按首付三成来申请。”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个贷部相
关工作人员说。
工商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光
大银行等银行也已经落实新政，但相关工作人员均表
示，对于首次贷款已经结清的客户，暂时不能申请两成
首付的政策，
必须是“无贷款记录”的首套房方能享受。
此外，首套房想要申请获批最低两成的首付比例，
一些银行还对购房面积做了要求。中国银行宁波市分

行、工商银行鼓楼支行的相关工作人员称，购房面积设
了上限，要求在 140 平方米以下；邮政储蓄银行的相关
工作人员表示，要求购房面积在 45 平方米以上。当然，
要申请到房贷，这些客户必须资信状况良好。

首套房贷款利率
银行普遍最低 9 折优惠
除了首付比例，首套房贷款的折扣优惠也牵动着
置业者的心。首套房贷款利率能打几折，意味着购房
成本能节省多少。
记者以购房者身份咨询银行个贷部门，四大银行
均表示目前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一般为 9 折。
“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最低 9 折，8.5 折不太可能。”
中国工商银行鼓楼支行工作人员说。
鄞州一家售楼处的置业顾问陈先生表示，目前与
楼盘合作的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折扣为 9 折，再低就
比较难批下来了。
此外，在招商银行、光大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交通
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优惠能申请到 9 折。
“优质客户能申请到 8.8 折，具体要与个贷部客户
经理咨询。
”光大银行百丈支行相关工作人员称。
在包商银行，无论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首套房最
低房贷利率能给到 8.5 折，只要客户征信良好、收入稳
定，
“不过还要存一定金额的款项或配套购买一定的银
行产品，如保险或理财产品，并且这样的折扣优惠，一
般只有和银行在合作的楼盘才能申请到，但目前银行
和市内合作的楼盘并不多，以慈溪、余姚的楼盘为主。”
包商银行相关工作人员称。

上周末鄞州一售楼处现场。
涨了，约涨了 500 元/平方米左右。
“这房子关注好久了，契税政策一出台，就过来
下手。今天先认购，一开盘就买了。”上周末，在市
内一楼盘营销中心探访时，
“拍板”买房的市民王先
生说，主要还是担心房价上涨，
“这个楼盘首开成交
均价为 8600-9000 元/平方米，这次开盘估计均价
在 9500 元/平方米，
再不买就更贵了。
”
政策利好、楼市回暖，看上去开发商似乎没
有理由不涨，但业内人士表示，房价大涨的可能
性比较低，毕竟库存这座大山还摆在那里，宁波
楼 市 仍 处 于“供 大 于 求 ”的 状 态 ；涨 价 的 少 数 楼
盘 也 是 基 于 在 品 牌、配 套、楼 层、户 型 等 方 面 的
相对优势。
据统计，截至 2 月 21 日，宁波可售商品住宅面
积为 566.63 万平方米，可售商品住宅套数 42798
套，
可见库存依旧高企。

资讯

“多校划片”
新政将至
有些学区房可能白买了
学区房的价格多年来一直水涨船高。
不过,教育部办公厅近日下发了《关于做好
2016 年城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
知》，
可能会改变学区房的前景。这一文件
明确提出,在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择校冲
动强烈的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稳妥采
取多校划片。这是教育部首次在官方文件
中提出实施多校划片,这也意味着有些学
区房可能白买了。
所谓“多校划片”
,是指一个小区对应
多个小学初中,让买了学区房的家庭不确
定到底能上哪个学校。这一政策,显然是
为学区房降温。

广东推跨区首套新政
深圳除外
广州多家按揭公司和业内人士透
露，接天河、海珠、越秀、黄埔、番禺、荔湾
及增城区税局通知，买家只要在该区无
房就按首套房交契税。地税部门工作人
员昨日透露，广东全省除深圳外，都将执
行这一政策，即买家在广东各个城市买
房，只要所在区域没房，就可以享受首套
房契税优惠。
从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登记地税服务
窗口了解到，在广州天河、海珠、越秀、黄
埔、番禺、荔湾及增城等部分城区，购房者
只要在该区无房就按首套房标准征收 契
税。地税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表示，广州部
分区域从 2 月 22 日开始实行新政策，只要
新购买的第二套房与已购买第一套房不
在同一区的，新购买的第二套房就按首套
房交契税。此外，
其他限购政策不变。
综合羊城晚报等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