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央行8月25日公
告称，自今年10月8日

起， 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 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房贷新规
将对月供产生哪些影响？未来的房贷利率会下降
还是上升？ 记者对省会多家银行进
行了走访。 ■记者 陈淦璋

未来房贷利率可以约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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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6日讯 省消委
今日发布， 今年上半年全省消
委组织共受理投诉13128件，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484.6
万元。 其中， 涉及家用电子电
器、 预付式消费等相关投诉为
投诉焦点。

“宝宝的游泳卡还剩二十几
次，结果婴儿游泳馆竟然人去楼
空。”今日，花2000元办理了万国
城附近“一家水育”早教游泳馆
50次游泳卡的谭女士告诉三湘
都市报记者，游泳馆关门前没有
一点征兆，“受骗最多的宝妈，一
次性充值了4000余元”。

根据省消委发布的数据，
今年上半年， 预付式消费投诉
共149件， 占投诉量的1.13%，
主要发生在娱乐健身、 美容美
发、 餐饮住宿、 教育培训等行
业。

省消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预付式消费的主要问题
出现在合同中单方设置“只能
转让不能退卡”“一经售出，概
不退费” 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
条款； 部分经营者拒绝提供书
面合同和票据等情况。 也存在

有部分经营者以关门歇业、变
更经营地址等为由， 擅自终止
服务； 甚至有不法经营者利用
预付式消费进行变相融资、集
资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 收取
巨额预付资金后携款潜逃。此
外，互联网服务、个人信息泄露
等问题也成为主要关注点。

在商品类投诉中， 家用电
子电器投诉位居首位， 多达
2347件 ， 占商品类投诉的
17.88% ， 比去 年 同期 上升
2.77%。 食品类投诉共计1234
件，比去年同期增加0.92%。

据了解，电子电器投诉中，
消费者反映最多的是售后服务
问题， 其次是质量和虚假宣传
问题。省消委相关负责人认为，
该类投诉较多的原因与消费群
体庞大、产品普及率高、家用电
子电器种类繁多有一定的关
联， 同时该类产品市场准入门
槛较低，新型产品不断推出，售
后服务滞后也是主要原因。而
食品类投诉方面， 较集中的问
题主要是食品质量、假冒伪劣、
虚假宣传等方面。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本报8月26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海关获悉，据海关总署
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
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
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
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于8月20
日起正式生效，对原产地规则和
原产地证书格式进行了大幅调
整， 为企业提供了更多便利。据
悉，截至8月25日，长沙海关共
向企业签发454份新版证书。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我国
对外商谈的首个、也是最大的自
贸区，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项下
原产地证书是开展国际贸易的
一项重要证明文件，我国出口产
品可凭借证书在东盟国家享受
相应的关税优惠，是确定产品关
税待遇、证明产品品质、进行贸
易统计等的依据。” 长沙海关关
税处负责人介绍。

据介绍，新版中国-东盟原
产地证书与旧版相比签证更为
便利，如：升级前只能由出口商
作为证书申请人，升级后出口商
或生产商均可作为证书申请人；
旧版证书商品项数最多只能填
20项， 新版证书货物项数可不
受20项限制； 旧版证书必须注
明生产商信息，新版证书不再作
此要求等。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李璇

房贷利率“换锚”，未来可约定调整
存量个人房贷不受影响，短期内房贷利率将保持平稳

省消委发布2019年上半年消费投诉热点

家用电子电器投诉居首位

中国-东盟
原产地证书启用新版
长沙海关共签发454份新证

为了帮助各位投资者了解
市场动向， 洞悉投资机会，8月
25日，中国建设银行、《中国证券
报》和金牛奖获奖基金公司建信
基金联合举办了2019年“建行基
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系
列巡讲济南站活动。会上，建信

基金权益投资部联席投资官兼
研究部首席研究官邵卓、招商证
券研发中心联席首席宏观分析
师罗云峰分别就市场分析、投资
策略、大类资产配置等话题与投
资者进行了深入地交流与探讨。

经济信息

“建行基金服务万里行·中证金牛会”
济南站活动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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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央行公告， 借款
人申请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时， 可与银行业金融机
构协商约定利率重定价周
期。重定价周期最短为1年。
利率重定价日，定价基准调
整为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利率
重定价周期及调整方式应
在贷款合同中明确。

这意味着，今年10月8
日起， 购房者申请个人房

贷时， 既可以选择让房贷
利率“随行就市”，也可以
约定不变， 整个还贷期间
选择按照合同签订时的房
贷利率执行。

哪种方式对购房者更
有利？业内人士建议，如果
认定未来为“加息周期”，选
择固定利率可以“锁定”个
人房贷成本；如果认定未来
处于“降息周期”，约定利率
定期调整显然更划算。

央行明确，今年10月8
日前， 已发放的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和已签订合同
但未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
房贷款， 仍按原合同约定
执行。此外，新规只针对商
业性个人住房贷款， 而公
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政
策暂不调整。

这意味着， 房贷新规
不会对存量的购房者月供
产生影响。未来，除非央行
加息或降息， 这部分购房
者的月供不会发生变化。

当前， 个人房贷的定
价基准仍然是贷款基准利
率（房贷多为中长期贷款，

央行五年期以上贷款基准
利率是4.9%），即按基准利
率上浮或者下浮多少，来
确定个人房贷利率。

随着楼市调控政策近
期再次趋严，不少城市的
房贷利率普遍上调。记者
了解到，在长沙的房贷市
场上， 包括建行、 工行、
交行、 浦发等大部分银
行， 执行的是首套房贷按
基准利率上浮15%，即4.9%
*1.15=5.63%， 另有少数银
行仅上浮10%； 二套房贷按
基准利率上浮20%， 即4.9%
*1.2=5.88%， 另有少数银
行上浮达到25%。

此次调整之后， 个人
房贷的定价基准变成了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即18家商业银行每月
自主报价形成的一个贷款
利率， 央行规定各家银行
在制定贷款利率时要参照
这个LPR。

根据央行公告， 定价
基准转换后， 全国范围内
新发放首套个人房贷利率
不得低于相应期限LPR（按
8月20日五年期以上LPR
计算为4.85%）； 二套个人
房贷利率不得低于相应期
限LPR加60个基点（按8月
20日五年期以上LPR计算
为5.45%）。 这相当于限定
了个人房贷利率的下限。

长沙某国有大行人士
表示， 由于LPR每月报价，
利率参照每月浮动， 房贷
新规生效要看9月20日公
布的LPR。 同时，LPR加点
下限将遵循“因城施策 ”
原则， 房价上涨较快的地
区LPR加点可能更高，“房
住不炒” 的政策导向没有
改变。

事实上， 央行副行长
刘国强此前已明确表示，
房贷的利率由基准利率
变为参考LPR， 参考的基
准变了，但利率水平不能
下降。不将房地产作为短
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将保
持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基
本稳定。

存量个人房贷不受影响

短期内房贷利率将保持平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