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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套房贷利率现“松动”

中金公司认为：按揭会加速放松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据媒体报道， 中金公司表示，

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

上海地区的按揭贷款利率已全面执

行9.5折。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了解到，

尽管工行、中行、建行三大行否认个

人住房按揭贷款政策发生变化，但

是目前北京、 上海多地的首套房贷

利率已悄然松动。中金公司认为，结

合按揭市场的供需状况， 再考虑监

管部门的窗口指导因素， 按揭会加

速放松。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北京多家房

地产中介处了解到，目前首套房贷利

率的确开始松动，尤其是优质申请者

可获得优惠利率， 甚至不排除9折甚

至8.5折利率的可能。

一位国有大行人士坦言，“尽

管各家银行总行没有明说， 但是

基层的分支行在具体操作时发生

了变化。 ” 比如，对“基准利率” 的

覆盖范围扩大了。 以前规定要享受

基准利率， 必须是优质客户， 并且

还要购买的是优质楼盘， 但是现在

可能只要求优质客户就可以了，对

于楼盘要求不那么高。 这样一来，

就有较多客户能享受到基准利率甚

至优惠利率。

除了四大行，其他一些股份制银

行纷纷重新推出首套房基准利率政

策，比如此前几家要求首套房贷利率

上浮的银行， 目前也可执行基准利

率，对公积金组合贷款等部分客户可

享基准利率。

银行业内人士坦言，与买房者一

样，银行在个人房贷业务方面也需要

“观望” ， 如果市场上有银行出现了

贷款利率松动的情况，其他银行不得

不跟进。

央行发布上半年金融机构贷款

投向报告，据央行统计，今年上半年，

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77.63

万亿元，同比增长14%，增速比上季

末高0.1个百分点； 上半年贷款增加

5.74万亿元，同比多增6590亿元。 上

半年末，房产开发贷款余额4.04万亿

元，同比增长23.7%，增速比上季末高

5.4个百分点。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16

万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比上季

末高2.1个百分点。 个人购房贷款余

额10.74万亿元， 同比增长18.4%，增

速比上季末低1.7个百分点； 上半年

个人购房贷款增加9389亿元，同比少

增239亿元。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

出，银行信贷可以说是影响房地产市

场最关键的因素，在房地产发展的历

史上可以看到， 信贷收紧的年份，房

价一律下调。 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

如果贷款难、折扣少，购房的决策需

要非常谨慎。 目前来看，整体房贷依

然偏紧。 如果贷款成本不降低，购房

者将持续观望。

如果按照首套房贷利率9折估

算，对于买房者而言，购房还是能省

下不少成本。以贷款100万元，等额本

息还款，分20年还清为例：目前银行

房贷基准利率是6.55%， 假如按贷款

利率上浮10%计算，100万元贷款月

供需7879.54元，总利息支出89.11万

元。 如果按基准利率算，每月月供则

需7485.20元， 总利息为79.64万元。

而如果按9折利率计算， 每月月供只

需7101元，总利息70.42万元。

如此算下来， 同样100万元的

贷款，9折的利率比上浮10%的利

率，月供要少778.54元，总利息则要

少将近20万元。 “这对买房者的心

理影响还是很大的。 ” 多位房地产

业内人士说。

分析人士指出，买房者期待更多

利率优惠， 而从银行自身的情况来

看，由于今年上半年楼市低迷，银行

此前积压的房贷业务大多已经消化，

银行放贷已不需排队。而目前银行手

中的流动性相对宽裕，尽管个人房贷

的利润并不高，但是极低的不良贷款

率，使其成为各银行不得不争取的业

务。 因此，不排除未来的个人房贷政

策进一步放松。

超级周数据

或重创贵金属

□天誉金泰分析师 夏鹏宇

上周经济数据贫乏， 但是

周四的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还

是为市场增加了一抹亮色，该

数据创将近8年半以来新低，美

国劳工市场再添好转迹象。 6月

新屋销售创去年10月以来新

高， 汽车销售也创下危机后最

高水平， 消费信心回升至危机

以来的最佳水平。 股市是经济

的先行指标， 美国三大股指在

一片见顶的呼喊声中， 再次创

出历史新高， 而贵金属走势岌

岌可危。

近期支撑贵金属价格的主

要动力之一在于地缘政治动荡

不安，乌克兰局势再度升温，推

升市场避险情绪。上周五，以色

列拒绝美国提出的停火协议，

导致贵金属回光返照。 但是马

航事件逐渐缓解， 加沙局势仍

旧可控，在美国主导下，双方就

停火协议或达成基本共识。 地

缘政治的缓和将缓解市场的避

险情绪。

7月欧元区经济开始反弹，

综合PMI从6月的52.8上涨至

54.0。 升至近三年高位，欧元区

经济有触底反弹迹象， 这大幅

缓解了市场对欧洲央行进一步

宽松的预期。 中国黄金协会数

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黄金消费

量 为 569.45 吨 ， 同 比 下 降

19.38%。6月香港净流入内地市

场的黄金量月率下滑23%，为连

续第四个月下滑，因市场对黄金

实物需求走软。

本周有美国7月非农就业

报告、 美联储FOMC利率决议

以及美国二季度GDP数据，超

级周重磅数据云集，虽然美国

二季度经济增长预期遭遇持

续下调，但是温和复苏的趋势

不变； 劳工市场持续改善，市

场对美联储提前加息的预期升

温， 或打开贵金属下跌空间。

贵金属自去年暴跌以来，反弹

幅度持续减小，金价呈震荡收

敛走势，白银呈下跌三角形形

态。 天誉金泰认为，贵金属经

历两个月反弹后，重回弱势的

概率较大。

土地流转信托发行提速 盈利模式待解

□本报记者 刘夏村

作为一项重要的创新业务，土

地流转信托受到越来越多信托公司

的重视。 近日，中建投信托与江苏省

镇江新区丁岗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

中心、 浙江森禾种业签署三方框架

协议， 标志着中建投信托首单土地

流转信托———“中建投·镇江新区·

森禾一期土地流转财产权信托” 正

式落地。

这是第三家正式开展土地流转

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此前，中信信

托、 北京信托已分别发起成立了土

地流转信托， 其中中信信托累计成

立6单。不过，有信托公司人士表示，

因为土地流转信托存在盈利模式不

清晰等问题， 目前并不打算开展这

一业务。

中建投版土地流转信托

根据中建投信托与江苏省镇江

新区丁岗镇集体资产经营管理中心、

浙江森禾种业签署三方框架协议，这

只名为 “中建投·镇江新区·森禾一

期土地流转财产权信托” 的土地流

转信托计划涉及1750亩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

据中建投信托研究员王苗军介

绍， 这一土地流转信托的具体交易

结构是： 农户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入股成立合作社， 将农村土地承

包经营权转化成合作社股份， 再由

合作社将集中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权发包给丁岗镇政府成立的集体资

产经营管理中心， 该集体资产经营

管理中心将其持有的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以设立财产权信托的方式委

托给中建投信托， 中建投信托作为

受托人将上述农地经营权出租给镇

江森禾花卉园艺有限公司用于花卉

种植。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已经成立

的土地流转信托中，有一部分委托人

是当地政府，还有一部分委托人是农

民自发组建的土地合作社，而中建投

信托的这单土地流转信托的委托人

介于前述两种中间。 对此，中建投信

托相关人士表示，当地政府当初为了

解决土地流转问题，专门成立了集体

资产经营管理中心，这一交易结构是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的。

中建投信托总经理助理张昳表

示， 土地流转信托是实现土地所有

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相互分离，推

动土地资源合理再配置， 提高土地

的生产能力和内在价值的有效方

式。 此外，信托公司可凭借自身作为

金融机构的资金优势， 实现在农业

产业化过程中的产融结合。 此次合

作是中建投信托在土地信托领域的

初步尝试。

盈利模式待解

事实上，在信托业传统私募投行

业务增长乏力的背景下，土地流转信

托这一创新业务自去年诞生以来，受

到不少信托公司关注。

去年10月10日，中信信托在安徽

宿州成立国内首只土地流转信

托———“中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 。 在2013年

11月7日，北京信托亦成立了土地流

转信托“无锡阳山镇桃园村项目” 。

此后，中信信托又分别在山东青州、

贵州开阳、安徽马鞍山、湖北黄冈及

河南济源发起成立了土地流转信托

计划。

据媒体报道，上海信托、华宝信

托等公司在此前着手土地流转信托

方面的调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土

地流转信托存在盈利模式不清晰等

问题， 导致一些信托公司对这一业

务采取谨慎态度。此前，某大型信托

公司总经理对媒体表示， 土地流转

信托需要长期的资金投入。 如果从

事农业生产，受环境影响大，收益不

稳定，其经营模式仍在摸索阶段。一

家中型信托公司高管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 由于看不清土地流转信

托的盈利模式， 他们公司目前并不

打算做这一业务。

中建投信托研究员王苗军对中

国证券报记者透露，由于这单土地流

转信托计划的经营方，镇江森禾花卉

园艺有限公司是其战略客户，其未来

的长远发展存在较大的土地使用需

求。中建投信托通过成立土地流转信

托，联通了土地供给与需求方，所以

这单土地流转信托是着眼于以土地

流转信托为交易媒介，通过农业产融

结合的方式，实现土地增值，进而实

现农户、农业经营者以及信托公司三

方共赢。

责编：殷 鹏

美编：王春燕

国内ETF市场虽然近两年在产品上不断

创新， 包括行业类ETF、 策略类ETF、 债券

ETF、货币ETF、QDII� ETF、黄金ETF等，产

品数量上也已经达到92只。 然而从规模上而

言， 宽基指数类ETF依然占据了大半江山，规

模占比达80%以上。 纵观今年以来宽基指数

ETF的表现，投资者不难发现，2014年的市场

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创业板指数二季度以来

出现明显调整，锋芒不再；上证综指上涨乏力，

震荡徘徊。 而此时，中证500指数无疑成为了

市场正收益的核心指数，以其突出的业绩表现

领跑其他指数。

在市场结构分化明显的当下，中证500指

数凭借其所代表的中盘优质企业以及广泛均

匀的行业分布，凸显了其区别于其他指数的投

资价值。 根据银河数据显示，截至7月22日，在

169只标准指数股票型基金里， 今年以来业绩

排名前十的产品里， 有5只都以中证500指数

为标的。 其中景顺长城中证500ETF以今年以

来8.82%的收益率， 在169只标准指数股票型

基金同期业绩中排名第四，是所有以中证500

为标的产品之首。

事实上，中证500指数并非第一次显露其

良好的投资潜力。从过去八年的历史收益率表

现上来看，中证500指数无论在牛市阶段还是

在反弹阶段，都显现出强劲的盈利能力，比其

他主流指数更胜一筹。 相比沪深300指数，中

证500指数的安全系数合理， 成长性更突出，

抗跌性强。 在成长性上，对比上证综指、沪深

300等主要指数， 中证500长期回报显著，据

WIND数据显示， 自2005年到2014年6月底，

中证500指数的累计收益率为297.69%， 年化

收益率为15.65%，均位列三者之冠。 在抗跌性

上，中证500指数亦有出色表现。 在2013年市

场震荡加剧的背景下，中证500指数2013年内

涨幅为16.89%，同期上证综指、沪深300分别

下跌6.75%和7.65%。

进一步而言，中证500指数成分股是细分

行业的龙头股的集中分布领域，与大盘股相比

更具有增值的潜力。 在中证500指数样本股

中，医药生物、信息服务、房地产、电子、环保等

行业股票的权重占主导地位，代表了中国未来

经济高速发展的几个领域。Wind数据显示，今

年以来截至7月22日， 权重占比9.49%的医药

生物行业平均收益11.8%， 权重6.18%的电子

行业平均收益率达16.1%， 权重5.79%的电子

行业平均收益率达16.3%。 从个股表现来看，

在中证500指数成分股里， 有175只股票上涨

幅度10%以上，占500只成分股的35%。

景顺长城中证500ETF是景顺长城旗下的

中盘指数产品，既可为投资者提供价值投资的

机会，也可以成为二级市场交易的工具，操作

灵活、便捷。 景顺长城基金致力于成为国内最

领先的ETF供应商，在ETF策略应用上有专业

的研究与成果， 秉持以投资者需求为先的理

念，通过全面的产品线布局，最终为投资者提

供完善的投资解决方案。

慧眼识指数，中证500炼真金

点击景顺长城ETF专区网页查阅更多资讯

http://www.invescogreatwall.com/etf/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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