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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按揭贷款因环节多、 流程长、
放款慢、额度紧，饱受市民诟病。向银行
申请房屋按揭贷款多久才会放款？中信
银行长沙分行给出的答案是24小时。

2016年首个工作日，随着客户张
女士一笔期限15年、金额29万元按揭
贷款的落地，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按揭
贷款24小时审批放款流程正式拉开
帷幕。 该流程采取部分业务环节后移
的形式， 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审
批放款效率， 实现了从资料上报到贷
款发放24小时“高速通道”的修成。

个人房贷助您“贷”回梦想

向银行申请房屋按揭贷款， 通常
要等很长时间才会放款， 在这期间银
行受限于房贷额度， 无疑让这种等待
时间更显漫长。

今后上述窘境将得到有效缓解，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小企业及个人信贷
部总经理黄大玉介绍，该行以“成为客
户最佳体验银行”为目标，深化零售二
次转型，采取要点式审批模式，优化按
揭贷款审批放款流程， 从资料上报到
贷款发放24小时内即可完成。

住房按揭贷款高速通道如此高
效、便捷，不少市民难免心生疑虑，
该服务是否只对少部分客户开放？
黄大玉表示， 该行新推出的按揭贷
款24小时审批放款流程适用于所有
中信银行客户， 具有稳定职业和收
入来源的客户携带自己及配偶身份
证、户口本、婚姻状况证明、收入证
明、购房合同、首付款发票、银行流
水等资料到中信银行各个营业网点

均可办理。
值得一提的是，黄大玉透露，中信

银行长沙分行目前房贷额度充足，从
资料上报到贷款发放24小时内将全
部完成到位，极大优化用户体验，助市
民按揭买房“贷”回梦想。

24小时放贷提速销售回款

个人住房按揭贷款涉及个人、银
行、房地产商多个环节，手续繁琐、办理
时间长不仅是困扰市民的难题，也对开
发商销售回款提出了重重考验与挑战。

目前在湖南乃至国内市场， 能做
到按揭贷款24小时审批放款的银行
机构凤毛麟角， 此次中信银行长沙分
行率先推出按揭贷款24小时审批放
款流程，将对行业产生哪些影响呢？

事实胜于雄辩， 中信银行长沙分
行刚一推出按揭贷款24小时审批放
款流程， 凭借其极大提速开发商销售
回款速度， 就吸引了包括恒大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等诸多一线房企的青睐。

黄大玉表示，按揭贷款24小时审
批放款的实施， 将大幅提升中信银行
长沙分行个贷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
有利于快速做大个人信贷规模， 占据
按揭市场制高点。

记者从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获悉，
按揭贷款24小时审批放款流程除了
线下审批， 目前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还
在开发线上平台， 新平台年内投入使
用上线。该行推行房抵贷“大单品”中
的住房按揭产品策略， 推动分行零售
资产业务规模、效益、质量全面发展。

■彭姣 杨娅妮 潘海涛

黄金：美联储宣布维持
联邦基金基准利率 0.25%
-0.5%不变， 黄金价格重新
借势上扬， 最高触及1127.8
美元/盎司，创下12周新高。
年初以来因避险情绪推动，
金价已大幅上涨将近6%，目
前短线呈现上升通道走势。
周五将有美国GDP数据公
布，若不及预期黄金有望继
续上破1130关口。

美元：考虑到全球经济
放缓可能对美经济造成拖
累，美联储于周四凌晨的议
息会议上表示出鸽派论调
称将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和
金融发展，这一表态再度降
低了联储在3月议息窗口加
息的可能性。目前美指可能
继续承压，在通胀下行压力
缓解之前上升动能不足。

欧元：作为近期相对强
势的非美货币，欧元/美元前

景仍然看涨，技术上汇价位
于移动均线上方，看多动能
仍显强劲。 但自年初以来，
欧元在1.0920-1.0960区间
内卖压明显，除非欧元强势
突破此区间才有可能确立
后市向上空间。短线下方支
撑位于1.0845， 若跌破则可
能下看1.0770。

英镑：英镑年初一路下
行， 颓势未见回头迹象，美
联储公布鸽派决议后下跌
持续 ， 纽市尾盘徘徊于
1.4230附近。 周四稍晚公布
英国2015年四季度GDP，若
数据继续疲弱恐将扩大跌
势。近期英镑走软主要因面

临退欧公投压力，短期之内
无力走强，趁反弹后卖出英
镑属于较稳健的操作选择。

日元：最新发布的日本
零售数据大幅逊于预期，通
胀目标显然难以达成，令市
场普遍预期黑田东彦会否
在周五利率公布会议上暗
示更多宽松政策。日元受到
压制，美/日在119上方可能
形成突破， 后市继续测试
119.17。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并
不代表所在机构。汇市有风
险，投资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外
汇交易员 张华

我所受湖南长元人造板股份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湖南
省长沙市木材公司整体产权及人民币 1400603.22 元债权
发布转让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
湖南省长沙市木材公司成立于 1981 年 6 月 10 日，住

所为长沙市开福区新河北堤 1号，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肆佰
陆拾陆万伍仟元整，整体产权持有人为湖南长元人造板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经营范围：木材、竹材、人造板、林化产品、建筑装饰
材料、矿产品。 木材加工、化工产品、政策允许的有色、黑色金
属、建筑器材租赁（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根据湖南华信求是地产矿产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湘求是资评报字【2015】第 016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5
年 4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 湖南省长沙市木材公司经评估
的资产总计为人民币 318.15 万元， 负债总计为人民币
158.27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59.88万元。

目前，湖南长元人造板股份有限公司拟将所持湖南省
长沙市木材公司整体产权及人民币 1400603.22 元债权进
行转让， 转让行为已形成内部决议并经湖南省国资委批
准。 评估报告结果已经湖南省国资委备案。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2999403.22元。
三、联系方式：周女士 0731-84117687����

���������������������������� �邝先生 0731-84178608
四、公告期限：自 2016年 1月 29日起至 2016年 3月 1

日 17:30时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
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网络竞价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其它重要信息披露、交易条件与受让方资格条件等
详细信息请登录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
hnaee.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6年 1月 29日

湖南省长沙市木材公司整体产权及人民币 1400603.22元债权转让公告

1月22日， 震撼回归的
《我是歌手4》再次为观众奉
上了一场华美的视听盛宴。
首次残酷的双人淘汰，悬念
大增，引得网友一众热议。

赵传的《飞得更高》听得
笔者都哭了，实力唱将黄致
列的《从开始到现在》虏获
了大批网友的芳心，李玟凭
借《爱之初体验》完美逆袭，
轻松斩获冠军头衔……歌
曲太经典、节目太火，不能
不看啊！因为出行在外错过
电视直播，关键时刻手机又
没流量怎么破？移动互联领
域最土豪、最暖心的湖南移
动早已为广大用户们做好
准备了呢！

为了满足人们 《我是
歌手4》 节目收看的高需
求， 湖南移动与芒果TV合
作， 推出一款免费流量包
“歌手流量快餐包”， 包含
1G超大省内流量， 就可轻
松开启一场耳朵的饕餮盛
宴。还有更多节目精彩独播
花絮，一次尝鲜痛快过瘾！

再也不用担心看节目视频
流量不够用了。

那么如何才能让“歌手
流量快餐包”1G特权稳稳地
进入口袋呢？首先，发送短信
“我是歌手”到10086，可获
得带活动链接的短信，点击
短信中的链接进入活动页
面。用户可通过活动页面中
的芒果TV下载链接，下载并
打开芒果 TV� App， 点击
“我的”进入“个人中心”活动
专区，选择“免费领!湖南移
动1G流量快餐包”获取验证
码，点击“去领流量”，就可以
领取湖南移动1G流量快餐
包了（4小时有效），每位湖
南移动客户限免费领一次。
使用期间 ， 用户可发送
“CXTCLL”至10086查询流
量快餐包使用量。

另外,小编还温馨提醒
一句,新春佳节就要到了,没
有移动4G手机和流量抢红
包怎么行？手机登录湖南移
动 掌 上 营 业 厅（wap.hn.
10086.cn）,4G手机99元购，
送3个G流量； 新办或升档
4G套餐， 流量买一送一，再
送2个G。 有了移动4G手机
没流量 ？ 别急 ， 发短信
“KTJRTC”到10086办理假
日流量套餐，10元包1G国内
（不含港澳台）流量，2月7日
0时-2月14日24时8天有效。
2月1日起下载移动手机营
业厅App办理，享五折优惠
哦！

还等什么？赶紧去领湖
南移动为你定制的新春福
利吧！ 为歌手加油呐喊，为
抢红包备好4G套装！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首推按揭贷款24小时审批放款流程

一天放款，个人房贷助您“贷”回梦想

1、申请人为中国境内年满18周岁
以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持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

2、具有当地户口，或在当地居住
一年以上，并提供相关证明；

3、具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来源；
4、 授信申请人及配偶当前无逾

期，在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中无不良贷款记录，近24个月累
计逾期（含信用卡）不超过6次、每期不
超过30天。

客户申请相关条件

美联储鸽派风格再现，日央行恐将扩大宽松

《我是歌手4》强势回归，湖南移动1G歌手流量包任性送

经济信息

住房按揭贷款通常环节多、放款慢，但中信银行长沙分行实现了24小时内放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