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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021 年以来， 多地楼市
迎来调控收紧，据相关数据显示，2
月份，全国房贷利率呈上行趋势。有
业内人士表示， 房地产的资金端管
控未来一段时期仍将持续，2021 年
房贷利率可能将进一步上调。

2 月全国房贷利率上行
据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显示，

1 月 20 日—2 月 18 日， 全国首套
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26%， 环比上
涨 4BP； 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56%，环比上涨 3BP。 监测的 41
个城市中，18 个城市房贷利率平均
水平环比上涨，其中 6 个城市的涨
幅在 10BP 以上， 东莞地区涨幅最
大；5 个城市的房贷利率平均水平
环比下降， 首套最高降幅 7BP，二
套最高降幅 3BP。

2021年开始，房贷市场出现了
新一轮收紧调控， 从一线城市逐渐
蔓延至各大热门区域。一线城市中，
北上深三地的房贷利率未发生变
化，但出现了调控收紧的现象。

其中，上海房贷利率按兵不动，
房贷申请也可以正常批复， 但国有
行普遍表示额度紧张， 放款需要排
队。据几位房屋中介介绍，现在房贷

查得很严，审核资质比以前更紧，放
款周期也有所拉长。

而广州地区变化最大， 数据显
示， 广州首套房贷利率平均水平环
比上涨 11BP， 二套房贷利率平均
水平环比上涨 4BP。 其中四大行首
套房贷利率水平悉数调至 5.2%，二
套房贷利率为 5.4%， 上涨幅度在
15-30BP不等。

二线城市中， 多个城市房贷利
率也出现上涨迹象。 其中，东莞、佛
山地区房贷利率几乎全线上涨。 南
宁地区首套房贷环比上涨 18BP，

利率平均水平重回“6%”以上，最
高为 6.3%；宁波、郑州、大连的涨幅
也在 5BP以上。

房地产调控不放松
此轮房贷收紧以及房贷利率上

涨，主要是受到监管部门调控的影响。
此前，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

监会主席郭树新公开表示，很多人买
房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或者
投机，其中风险较大。 持有那么多房
产， 将来这个市场要是下来的话，个
人财产就会有很大的损失，贷款还不

上，银行也收不回贷款、本金和利息，
经济生活就发生很大的混乱。

郭树清还提到， 房地产领域的
核心问题还是泡沫比较大， 金融化
泡沫化倾向比较强， 是金融体系最
大的“灰犀牛”。 现在各城市“一城
一策” 推出房地产综合调控举措，
目的是实现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
期，逐步把房地产问题解决好。

这番表态也反映了监管部门对
“炒房”等投机操作的不姑息。 在业
内看来，在监管的推动下，房贷市场
会有一场结构性变动，尤其是个人贷
款方面，首付比例、利率水平、放贷额
度、放贷节奏等手段将为市场降温。

近来， 监管部门发布了一系列
控制房地产的举措。2020年最后一
天，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
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
制度的通知》，《通知》根据银行业
金融机构资产规模及机构类型，分
档对房地产贷款集中度进行管理。

在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
正式实施后，多地房地产贷款集中度
管理的细则也陆续出台。而有数据显
示，截至 2月底，今年各地有关部门
对楼市调控的次数已超过 80次。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 对房地产
金融监管不断深化， 也显示了监管

层守住“房住不炒”底线的决心，预
计未来房地产调控将持续从严。

房贷利率未来或稳中有升
业内人士指出， 受监管调控影

响， 未来或会有更多地区跟涨房贷
利率水平。

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
泓认为，从时间段来看，去年房贷利
率降幅不小， 处于近几年较低的水
平，因此未来有上调的空间，尤其是
深圳、杭州、成都等一些房地产市场
较热的城市，存在利率小幅上升的可
能性。 但总体看，即使个别城市房贷
利率有所调整， 但变化也不会特别
大。 监管一方面要抑制风险，同时也
要与市场需求进行适当匹配。而市场
预期 LPR上调的概率较小， 因此房
贷利率总体而言仍会保持平稳。

但同时也要注意到， 房贷利率
上调虽然可以起到控制房地产市场
泡沫和抑制大城市房价快速上涨的
作用，但难免容易“误伤”到首次置
业的刚需购房者，房贷利率上涨，购
房成本自然也增加了， 刚需购房者
的资金压力也变大。因此，有分析人
士建议， 在通过资金端严控房市的
同时，对于刚需的购房者，银行可以
进行适度的优惠利率政策， 帮助满
足其住房的需求。

浦发银行上海陆家嘴支行是浦
发银行成立初期第一批开业的机
构。 浦发银行陆家嘴支行地处陆家
嘴金融中心、 小陆家嘴商业与居住
叠加区域，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与
传承， 逐渐形成了紧密围绕客户需
求，着力提升客户体验，以客户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
银行业的大环境下， 该行坚持以提
升客户体验为根本，将“智能化”作
为提高客户满意度的手段， 形成了
极具自身特色金融服务窗口。

贴心智能化服务
提升客户体验

2020年，浦发银行陆家嘴支行
成功入围中国银行业协会全国文明
规范服务千佳示范候选网点，此前，
该网点曾获得上海金融系统五星级
优质服务网点、 上海市文明单位等

荣誉。荣誉的取得，彰显了该行始终
坚持创新服务模式的成效和内功。

随着智能设备的不断增多，陆
家嘴支行以“客户服务动线”作为
网点布局调整的核心， 实现了从机
具、低柜、高柜的逐次分流模式，全
面解决客户服务痛点， 形成客户
“咨询 -体验 -销售 -服务”的服
务路径， 大大缓解了各类客群的等
候时长。结合配置定制化叫号机、投
放立式远程智能银行、 移动 PAD、
征信自助查询机等各类自助设备，
该网点可通过醒目密集的“自助机
群”，轻松实现智能化服务。 而对于
不习惯使用智能设备的客户群体，
该行充分应用大数据技术， 对柜台
的业务饱和度进行分析测算， 根据
服务时长的潮汐式变化， 统筹管理
安排弹性窗口服务， 有效缩短人工
柜台的等候时间。

细节服务凸显人文关怀
为了让特殊困难群体获得更多

舒心的金融服务体验， 陆家嘴支行
在服务设施及服务流程上采取一系
列措施： 在网点大厅等候区设置爱
心专座， 便民服务区配置不同度数
的老花眼镜，放大镜、医疗箱、血压
仪、温度计、轮椅等设置，并设置爱
心专窗减少老年客户等候时间。 对
于因健康原因不能亲临网点办理业
务的老年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
该行还提供人性化的一站式上门服
务。 对盲人客户配备盲文密码输入
键盘、助盲卡、盲人计算机、盲人版
收费目录等设置。 在软件方面支行
制定了特殊客户上门服务流程、携
导盲犬的盲人业务办理应急预案等
一系列操作规程， 让敬老助残工作
得到扎实落实。

普惠金融形式多样
践行社会责任

陆家嘴支行高度重视开展金融
知识普及与惠民服务的重要意义。在
营业大堂及贵宾室设有公众教育栏，
不定期在厅堂开展“微沙龙”活动，
开展防范金融诈骗、消费者保护权益
等知识的讲解。 此外，该支行党员们
带头走进社区开展“浦发—乐龄金
融安全课堂”及“睦邻公益”活动，
提高老年人金融风险防范意识和防
诈骗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该支行还
在市总工会和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的指导下，于 2018年初设立浦发银
行第一家“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
以环卫工为代表的户外职工是其主
要的服务对象，可提解决工作时的饮
水供给、避暑取暖、餐食加热、手机充
电、休息如厕等实际问题。

随着智能化转型的推进， 如何
有效平衡便利服务与以老年人为主
的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 是当前摆
在银行业面前的一道课题。 浦发银
行陆家嘴支行通过其自身的实践，
探索出了一种“智能”与“人工”和
谐共生的服务模式， 以创新引领服
务品质的提升， 打造出优质浦发服
务品牌。

金融城中的智能服务标杆银行
———浦发银行陆家嘴支行以人为本打造智能银行服务体系

多地银行收紧贷款

房贷利率可能进一步上调

上海银行业从业人员离职声明

孙文洁女士自 2021 年 2
月 28 日起自本行离职， 不再
担任闵行莘庄支行营销副行长
职务。 自该日起其一切行为均
不代表本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分行

2021年 2 月 28 日

遗 失 声 明
上海美朵拉实业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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