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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公积金贷款利率昨上调调
五年期以下(含五年)调整为3 . 50%，五年期以上为4 . 05%

本报济南10月20日讯(记

者 张璐)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20日发布通知，对住房公

积金存贷款利率进行调整。

调整后五年期以上公积金贷

款利率为4 .05%。

根据通知，从2010年10

月20日起，五年期以下(含五
年)及五年期以上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利率分别上调

0 . 17和0 . 18个百分点。五年

期以下(含五年)从3 . 33%调

整为3 . 50%，五年期以上从
3 .87%调整为4 .05%。

通知还要求，从20日起，

上年结转的个人住房公积金

存款利率上调0 . 2个百分点，

由现行的 1 . 7 1 % 调整为
1 .91%。当年归集的个人住房
公积金存款利率保持不变。

我省公积金管理部门相

关负责人称，我省20日新增

的个人购房公积金贷款的利

率，按照规定已相应调整。20

日之前发放的贷款，依旧按

原利率标准执行，存量公积

金贷款在2011年1月1日后按

照新利率标准执行。

公贷购房者还款压力增大

50万贷30年，需多还一万三
本报济南10月20日讯（记

者 张璐） 公积金贷款利率

调整后，按济南目前公积金最

高贷款额50万元、最长贷款期
限30年、等额本金还款方式计

算 ，调 整 前 还 款 利 息 为

291055 . 99元，调整后总偿还

利息为304593 . 30元，前后利

差13537 .31元。

对于动辄百万的住房总

价，利率调整后购房者购房成

本的增加，在省内房地产开发

企业负责人眼里仅具有象征

意义。“以往公积金调整幅度

超过0 . 2%，而此次最高调整

幅度仅为0 . 18%，因此购

房者购房成本增加有

限。”

定期转存算好“临界点”

本报济南10月20日讯（记

者 桑海波） 央行19日宣

布加息后，20日，到省城一些

银行网点咨询转存业务的储

户多了起来。

“我刚在银行存了定期，

现在加息，是不是应该把钱

取出来转存，这样才能有更

高的利息？”市民刘女士询

问。一个月前，她刚刚在银行

里把5万元存为一年定期。

省城银行业人士表示，

转存是否合算，储户需要根

据定期存款的期限和已存天

数来计算“转存临界点”：360

天×存期年限×(新利率-原

利率)÷(新利率-活期利率)=

转存时限。

以一年定期存款为例，

360×1×(2 .5-2 .25)÷(2 .5-

0 . 36)=42 . 06天。也就是说，

如果已经存了43天，将钱取

出再转存，就不划算了。已存

期限尚未超过43天的再转

存，则要划算些。

不过，银行业人士表示，

“像刘女士这种情况转存的意
义不大，多赚取的利息微乎其
微，还不够东奔西跑的路费。”

定期存款的期限不同，

“转存临界点”也不相同。

比如6个月前，王先生存

了10万元5年期定期存

款，按照“转存临界点”

公式计算，360×5×

(4.2-3.6)÷(4.2-

0.36)=281.65天，

也就是说在281

天以内转存

是合适的，王

先生转存的

话将获得

更 多 的

利息收

益。

连续加息预期

可能松动房价
本报济南10月20日

讯(记者 张璐)商贷和公

积金贷款利率上调对楼

市产生直接影响，我省地

产业内专家和开发企业
负责人对该消息的普遍

反应是“巨大利空”。

商贷及公积金贷款

利率上调对楼市的利空，

以对房产股的影响最为

明显，20日房产股个股最

大跌幅超过8%，保利、招

商、万科等国内一线地产
标杆企业股均呈大幅下
跌态势。我省地产股中，

下跌幅度最大的为鲁商

置业，至20日收盘时，鲁

商置业跌幅超过7%。

省城一家房地产企
业负责人认为，未来依然

有继续加息的可能，这种

预期将在楼市上产生一
种观望，投资、投机乃至

改善需求将大大减少，

“对济南、对山东楼市的

影响当然很大”。

“虽然目前利率上调

幅度很小，购房者增加的

成本也仅是象征意义上

的，但政策变化对购房者

心理产生的影响将是深远

的。”山东大学房地产研究

中心主任李铁岗称，“投资

投机购房进一步受抑制，

供需结构发生变化，房价

松动可能性增加”。

李铁岗认为，利率调

整是楼市宏观调控政策
的深度施行。“这之前调

控政策已经包括了供给、

需求、土地以及市场交易
的利税等方面。”李铁岗

称，“利率政策的出台，使
调控政策全面覆盖楼市
的各个环节。”

“地产是个资金密集

型行业，楼市项目开发绝
大部分资金来源于信贷

的支持。”李铁岗还表示，

利率变化除有增加购房
者成本、抑制需求的效果

外，还增加了开发企业的

融资成本，促使开发企业
迅速将项目投放市场，缩

短项目资金回笼周期。而

这种政策效果，将使一段

时期内商品房供应量有

所增加，进而促使楼市供

需结构变化，对平抑房价

有积极作用。

沪指稳守3000点

无碍中长期走势
股
市

本报济南10月20日

讯(记者 桑海波)20日，

股市不惧加息政策影响
低开高走，稳稳守住了
3000 点大关，创下了近

期反弹的新高。受加息政
策影响，地产板块大跌，

金融、医药、消费零售等

板块表现不俗。

20日，沪深两市大幅
低开，但很快展开震荡爬

升走势，特别是早盘走势
强劲，两市股指均强势翻
红。午后两市股指再度创

出近期反弹新高，沪指创

半年新高3041.15点，深市
创9个月新高13291.52点。

此后在抛盘的压力下震

荡回落，但沪指最终站稳
3000点大关。

从盘面上看，受加息

影响，房地产板块遭受重

挫，整体下跌近 5%，位居
各大板块跌幅首位。而金

融板块中保险股表现抢

眼，整体涨幅超过 5%，居
板块涨幅首位，煤炭板块

先抑后扬，四只个股涨
停，整体涨幅超过 3%，位
居第二。受通胀预期影

响，酿酒、家电、食品、农

业板块也有不俗表现。

此前，不少人预测加

息将会造成市场大幅下
调，但两市上演了利空出

尽是利好的逆转行情。渤

海证券首席分析师蒋冰

冰认为，加息对股市的影

响有两方面，短期来看既

有利空又有利多的因素，

预计指数短期内将会窄
幅震荡。从中长期来看，

加息有助于改善银行业
经营状况，因为银行业占

市场的权重较大，对指数
中长期走势来说是一个

利好。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常

务副院长胡金焱同样表

示，此次加息主要是为了

抑制通货膨胀，其本意不
在股市，小幅度加息无碍

市场的流动性，其对股市

的影响十分有限。

格帮您理财

楼
市

格加息影响

房贷还款

又多了

存款咋能

挣更多

股市涨跌

不好说

漫画/宫照阳

20日，济南邮政储蓄银行山师东路支行的工作人员正在

修改存款利率表。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