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算账

A、50万元30年贷款总利息多3.4万元

加息前，5年以上贷款年利率达到6.80%，买二套房按基准利率的1.1倍执行，

即为7.48%，买房50万元30年贷款，月供为3489.23元，总利息为756121.93元。

此次加息后，5年以上贷款年利率达到7.05%， 买二套房按基准利率的1.1倍

执行，即为7.755%，买房50万元30年贷款，月供3585.52�元，总利息为790786.13

元。调整后总利息多3.4万元。

B、负利率达2个百分点，存钱仍不划算

本次加息后，以10万元为例，如果存一年期定期存款，利息收入将由此前的

3250元提高到3500元；如果存5年期定期存款，5年共计利息收益增加1250元。

目前负利率达2个百分点。 假设未来一年的通胀水平保持在5.5%左右的高

位，一年期定期存款一年之后购买力将缩水2%左右。

C、公积金存贷款成本也高了

在个人购房贷款方面， 五年期以上公积金贷款， 首套房利率从4.7%上调至

4.9%。以首套房贷款40万、20年期为例，之前每月偿还本息2573.98元，调整后每

月需偿还本息2617.78元，增加了4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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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广告公司为您服务

编印画册书刊、海报简介；电视宣传片摄制；

礼品订制；权威媒体宣传推广；活动策划。

另聘客服专员 2 名、业务员 3 名。

电话：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遗失声明

谢勋、李辉遗失雨花区万家丽中

路一段 358 号上河国际商业广

场 C区 5号栋 2102房 000064

2153号契税第五联作废。

遗失声明

许文霞遗失私人护照一本，护照

号：G451070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西州汽车运输总公司遗失保

靖至深圳龙岗的客运班线牌，牌

号：44145012，声明作废。

激情交友真诚择偶 82526788

交友 声讯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3077312000

公 告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35 40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岳阳广告发行点：18973045315

湘潭点：13307326463

律师 调查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通程律师集团

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驾 校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本人征婚：男 49 岁健康稳重坦

率自营实体丧偶， 渴望有个温

柔贤惠重感情的女士走进我的

生活，不重相貌，有孩视亲生拒

游戏 13424207824本人亲谈

可靠男 46 岁丧偶独居重感情家

庭责任感强，经商多年，诚寻贤惠

孝顺真心成家女相伴一生， 有孩

视亲生 13632829133本人接听

女 35 岁丧偶独居经商经济优诚寻

健康重情男为夫 15989352944亲谈

婚友随缘：漂亮女 28岁资产雄厚

无孩继身心寂寞寻憨厚男见面相

处可长交友 18720561867本人

邓玉玲遗失湖南财政经济学院报到

证号：200511532300508，声明作废。

18673115558

单人操作

【找旭刚 一切好商量】

新一代无条件限制， 无环境要

求， 实战全桌面乱丢乱放扑克

分析，桌上不摆手机，适合扑克

任何玩法， 纯傻瓜式操作实战精

品。专供各类未上市流通高科技实

战高端牌具，低价各类眼镜扑克麻

将，《授》独家变牌、遁牌、运牌魔术。

批

发

娱 乐 设 备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厂销扑克牌九筒子分析仪， 高清

透视眼镜，感应变牌仪等。 传授制

胜绝技，免费观看，学不会，免收

学费。 火车站天佑大厦 1919室

顶尖牌具

厂价直销语音报牌仪，单机可玩

斗牛、金花、宝子等多种玩法。 专

业安装四口麻将智能程序，另售

高清博士伦，不限光扑克麻将等，

产品齐全。 授扑克麻将顶尖绝技。

长沙火车站邮政招待所 200 房

13507456730

租

售

千王牌具 13487564225

普通麻将扑克一摸即变包教包会

租售扑克分析仪牌只需过手自动感

应报牌,特价高清博士伦,安装四口

程序机。 火车站 QQ电脑城 A 栋 7 楼

鬼手千王 13357229900

纯手法无道具开牌一秒即变，变后不

多不小不重复，发牌认牌控牌神出鬼

没，麻将一打三包胜烂牌能自摸。

15111152628

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 真功夫纯手法空

手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批发各种分

析仪。 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4房

●女 29 岁温柔漂亮夫不育分无孩为

家业急寻健康男 13959702723亲谈

●本女征婚：女 39 岁丧优雅大方经

济稳定诚觅一位成熟稳重有责任感

男士为伴可带孩 13632870771亲谈

真情求缘靓女 28 岁 1.65 米气质

佳高雅大方丰满迷人特寻品正健

康男圆我梦 15270316479亲谈

男 54岁丧偶多年收入稳定爱好运

动诚寻一位重情顾家的女士相伴

只求真心可带小孩 13424266456

真心求缘女张云 29 岁温柔贤淑

丰满迷人特寻健康男子给我激

情圆我美好愿望 182-7036-7336

注销公告

长沙利园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一环线中

环路宝庆公寓 E 栋 904 房。

联系人：贾文春 电话：13974868566

肖少萍 43011119601002268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坚美建材商行遗

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恒丰万骏房地产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合同章各一枚，声明

作废。

文晓华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号：43010300007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华野模型有限公司遗失给

桂阳县金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开具的湖南增值税普通

发票 2 份， 发票号码：№00265142、

№0026514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东韵广告策划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号码：

J5510006618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苏安婷遗失就业报到证， 证号：

200812401300318，特此声明。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 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交友择偶找袁姐 15574846589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华杏医学书店遗失税

务发票购领簿，税号：4301055503

23301，遗失税控 IC 卡，卡号：

0000530000030312，声明作废。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她的英雄，洗衣机行

业也不例外，小天鹅“水魔方”洗衣机就是其

中一个传承不朽的经典之作。据了解，小天

鹅“水魔方”洗衣机自上市之日起，便以解决

缠绕难题、节水节电等超强功能“折服”广大

消费者，在中国洗衣机行业已经畅销八年之

久。究竟是怎样练就了这一身“真功夫”？

千锤百炼：彻底解决缠绕难题节水30%

小天鹅“水魔方”洗衣机独有的无孔内

桶设计， 通过虹吸原理形成动态洗涤过程，

洗涤过程中外桶水不断涌向内桶，省去大量

外桶盛水。其“双水位洗涤”设计，可将洗涤

水位和漂洗水位分开设置，达到“低水位洗

涤，高水位漂洗”的效果。据检测数据显示，

相比同等容量段有孔内筒洗衣机，无孔内筒

洗衣机在整体性能上可省水30%左右。

屡创新高：小天鹅水魔方创新科技难以

超越

衣服缠绕一直是困扰洗衣机行业和消

费者的一个技术难题，小天鹅洗衣机相关负

责人介绍，“水魔方科技” 属于小天鹅独有，

即“水魔方智能水流”+“无孔内桶技术”+

“智能程序控制程序”，可在洗涤过程中智能

调节水流和节拍变化，形成“水魔方智能水

流”，可主动打散衣物，做到洗衣不缠绕、去

污更彻底。

小天鹅洗衣机今年最新推出的“水魔

方”系列新品采用全新波轮设计，包括S型宽

筋叶设计、筋叶两侧不对称设计、中间搅拌

柱采用加大设计、 上下波轮分体式设计等，

也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洗衣机的衣物缠绕难

题。 ■小贺

小天鹅水魔方洗衣机畅销八年“真功夫”大揭秘

经济信息

猜想一：楼盘提前打折促销？

“如果大幅加息， 楼市肯定会迅速降

温。”湖南大学财经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教

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尽管本次加息0.25个

百分点，但连续5次之后，房地产市场下行

动力在未来一段时间会加大。

7月的长沙楼市，或许正在应验这样的

判断。记者多方采访获悉，多数楼盘看房上

门量跌入今年以来最低点。 中心城区售楼

部里到访的人也并不多。7月的酷暑正在加

剧楼市观望。

有业内人士预计，面对越来越僵持的楼

市，原计划9月、10月做活动的楼盘，或会提

前打折促销，回笼资金，以争取市场主动。

猜想二：长沙房价继续坚挺？

打折促销通常只是取宠手段，而非实质

降价。在眼下的长沙，期待房价下降也许只

能是一种奢望。

湖南中原地产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

尽管今年1-6月长沙商品房销量同比萎缩

37%，但房价同比却上涨接近30%。

“房价不会降，稳中有升。而加息并不是

主要针对楼市的，对普通购房者来说，当前

首付成数的趋紧比起加息来说影响更大。”

湖南中原地产总经理胡治钢分析， 目前限

贷对需求的抑制比加息更大，“部分按揭人

士减少信贷额度或改全款购房， 甚至被迫

放弃购房计划”。

长沙另一大型房企营销负责人亦认为，

预计三季度楼市成交量将进一步在低位徘

徊。但价格仍会坚挺。

猜想三：年内再加息逼降房价？

与以往的加息不同的是，此次加息活期

利率保持在0.5%不变，在此前的两次加息，

活期利率均有所上调。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预计，今

年年内央行还将有1-2次加息， 但7月不会

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长沙一位开发商坦言，房地产企业对于

借贷资金要求很高，企业在任何时间都是缺

钱的。区别是，在市场好的时候，因为房价上

涨预期，开发商不愁借钱，即使贷款成本高

了，也能转嫁到房价上。但是市场不好的时

候，房子出售不畅通，如果融资难度和成本

上升，则会比较麻烦。

50万元30年贷款总利息多3.4万元；负利率达2个百分点，存钱仍不划算

加息+限贷，长沙房市有些烦

有关楼市向左转向右转的猜想，仍在继续。

7月7日，5年以上购房贷款年利率从6.80%调高为7.05%，直达近10年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银行“钱荒”还在加剧。7日，记者在长沙采访获悉，不少没有信贷额度的银行，干脆不接受新的房贷客户，而勉强接受

新客户的银行，首套房贷利率则直接上浮10-20%，二套房贷利率则要上浮30-40%。

加息+限贷，买房的成本到底增加了多少？长沙房价会“涨停”吗？现在，出手还是观望？所有这些，都是揪心的问题。

■记者 刘永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