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热点

水电布线
这些细节要注意

★强弱电要分清

依靠线管的颜色分清强弱电。一般专供的电
线管中，强电用红色管，弱电用蓝色管。强弱电布
管应该要分槽分管，间隔不得小于150mm。

强弱电交叉容易引起电流干扰，导致网络变
差或者影响电视收视清晰度。因此要在强弱电的
交叉处用锡箔纸包裹，并做过桥弯工艺处理。

★布管要横平竖直

布管一般用PVC阻燃线管。布管时，要保证线
管的整齐美观，做到横平竖直。

★专线专用

根据业主需求来确定电线的大小，空调、厨房、
热水器等都要放置专线。电视、电话和电脑线路也
必须专线专用。电话线可以与网线共管，在穿管的
过程中拉线的力度不能过大。

本栏目鸣谢海南华浔品味的大力支持

因城施策
多个热点城市房贷利率上调

记者从南京多家银行了解到，今

年5月份以来，已经连续3次提高房

贷利率：5月初，首套房贷利率从基

准利率上浮8%调整到上浮10%；5

月底调整到上浮15%；7月初，南京

市两家银行将首套房贷利率调整到

基准利率上浮20%。

今年楼市率先回暖的苏州，房贷

利率在六七两个月也出现连续上

浮。苏州一房产中介经理人告诉记

者，7月苏州首套房贷利率普遍按照

基准利率上浮23%执行，二套房贷款

未还清的客户多数银行要求贷款利

率上浮30%。

在山东青岛，从今年5月开始，

青岛银行等多家银行确定上浮房贷

利率，其中首套房利率上浮15%，二

套房上浮20%、个别达到25%。“不

同支行和开发商的协议不一样，具体

执行的利率要看具体项目，但不会偏

离太多。”青岛银行的一位工作人员

透露。

专家表示，房贷利率上调是对部

分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趋紧的一部

分。近期以来，为防止部分地区房地

产价格涨幅过大，不仅是房贷政策，

多地的购房政策、土地政策等全方位

从紧。

某城商行南京分行的一名负责

人告诉记者，主管部门要求提高利率

抑制需求，防止楼市过热，利率达不

到要求一律不批。

“进一步强化对房地产的金融调

控，因城施策，对过去一段时间房价

增长较快的城市进行精准调控，是一

些城市房贷利率上调的主要原因。”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

表示。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监

测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首套房贷款

平均利率为5.423%，相当于基准利
率1.107倍，环比上涨0.14%；二套房
贷款平均利率为 5.75%，环比上涨
0.01%。

专家认为，对银行自身来说，

在上半年大规模信贷投放之后，下

半年信贷额度相对较少，适当提高

利率，也有助于银行提升收益水

平。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

上升较快，针对部分热点地区，银行

对个人住房贷款业务趋于谨慎，有

助于更好地防范风险。”中国人民大

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表

示。

利率上调
购房者怎么看？

对购房者来说，房贷利率的上调

意味着买房成本的增加。

已在青岛工作三年多的李吉

强，目前在工厂附近租房居住，最近

打算贷款购买第一套房，需要贷款

175万元。按照贷款期限20年，等

额本息还款方式，利率上浮15%与

基准利率相比，要多付利息17.38万

元。

不少购房者表示，“能拿到贷款

就好”。在房贷政策收紧的背景下，

一些银行出现房贷额度紧张、放款时

间不确定等情况。“合同已经签了快

一个月了，贷款还没拿到，银行说房

贷额度已经不够放了。”南京的一位

购房者表示。

记者发现，相比房贷利率，不

少刚需人群最关心的还是房价的

变化。“毕竟，比起房价来说，利息

还是很小的一部分支出。”在广州

工作多年的白领小许表示，希望房

地产调控能够持续，房价回归合理

水平。

专家表示，在“房住不炒”的调控

基调下，热点城市房贷调控力度的加

强在意料之中。但住房信贷政策既

要有助于防范风险、抑制泡沫，也要

满足居民合理购房需求。

未来房贷利率怎么走？

专家分析认为，未来一段时间，

在市场流动性仍然合理充裕的情况

下，个人住房贷款利率虽然有进一步

上调的可能，但上调的幅度不会太

大。

365地产家居网首席战略官胡

光辉表示，近期房地产市场较热的

城市利率有所提高，而很多三四线

城市仍然执行相对宽松的信贷政

策，利率也保持不变。“下半年全国

市场利率走势应当变动不大，楼市

以稳为主。”

曾刚认为，当前金融市场流动性

比较充裕，市场利率平稳，未来要推

动实体经济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的

话，还会有下行空间。“但房贷利率上

调与整个利率下行的趋势不一致，不

同城市和地区会有差异。”

事实上，监管部门一直要求银行

实施差异化的住房信贷政策。银保

监会副主席王兆星今年早些时候表

示，对于解决住房困难和改善住房条

件的，要继续给予相应贷款支持；对

于用来投资甚至是投机和炒卖的，要

实行更严格的贷款标准，有的可能要

提高首付比例，有的要调整利率的风

险定价，有的甚至不能给予贷款支

持。

董希淼建议，实施差异化的住房

信贷政策，应根据购房区域、主体的

不同，综合运用调整贷款总量、贷款

价格、贷款条件、首付比例等手段，既

调控总量又调整价格，既满足刚性需

求又抑制投资投机，促进房地产市场

的平稳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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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热点城市房贷利率上调

未来房贷利率走势如何？

经历大约
半年的连续下
调后，一些地
方房贷利率近
期出现回弹趋
势。记者调研
了解到，南京、
苏州、青岛等
多地的房贷利
率近期均有所
上浮。作为楼
市调控的重要
手段，房贷利
率上调意味着
什么？未来房
贷利率走势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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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新丰土地复垦
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海口市琼山区甲子镇新丰土地复垦项目于2019年08月08日
09时30分在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了公开招标，已按照招
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
员会推荐：

第一中标候选人：海南宏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中福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冠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公示期为2019年08月12日至2019年08月14日。公示期内，

如对上述中标候选人存在疑问，可向海口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投诉
或举报，电话：0898-66811638

招 标 人：海口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凌辉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文集土告字〔2019〕第7号

根据《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暂行办法》和《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经文昌市人民
政府批准，出让人决定将以下壹（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公开挂牌方式出让。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法律另有
规定者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注：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与本次竞
买），申请人应单独申请竞买。本次挂牌不接受联合竞买，不接受竞买
人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三、本次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挂牌出让按照出价高者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手册（该出让
手册所载内容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申请人可于2019年8月12日至
2019年9月10日到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三楼土地利用管理室或
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土地产权交
易）购取挂牌出让手册和提交书面申请。五、申请人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17时00分（以竞买保证金到账为准）。
经审核，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
2019年9月10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农村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定于2019年9月2日8时00分至2019
年9月12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2019年9月12日10时00分在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召开挂牌现场会）。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竞得土地后，竞得人须按照签订的《成交
确认书》约定与入市主体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及时缴纳土地出让金。（二）根据文自然资规指
[2019]7号文，该宗地属零售商业用地（商业用地），项目建设规划方案
要符合当地建筑风貌，并报市规划主管部门审批，竞得人须严格按照市
规划部门批准的项目规划设计方案要求，在半年内动工建设项目，两年
内完成项目的投资建设。（三）土地出让成交后，必须在20个工作日内签

订出让合同，须在出让合同生效之日起90日内付清全部土地出让金。合
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首次付款应在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30
日内缴纳不低于出让总价款60%。分期支付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价款的，受让人在支付第二期及以后各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价款时，同意按照支付第一期土地出让价款之日中国人民银行
公布的贷款利率，向出让人支付利息。（四）本次出让宗地按现状条件出
让，竞买人应当现场踏勘出让地块，一经办理手续参与竞买，视为对出让
地块现状条件无异议，并愿承担参加竞买交易所产生的一切风险和责
任。（五）根据《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出具文集建试（2019）-6号
地块拟建设项目审核意见的复函》，本次出让宗地投资强度不低于360
万/亩，项目达产时间为签订《文昌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后的5年内，以上控制质保按照规定划入《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属于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竞得人在签订集体土地使用权出
让合同时，一并与文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订《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项目规划方案须符合省发改委行业规定。（六）竞得土地后，
竞得人须按照规定完善该宗地施工报建、地质、压覆矿、消防、环保等审
批手续，方可动工建设。（七）该宗地若需要实施装配式建筑，应按照装配
式建筑有关规定执行。（八）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公
告为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白金路2号、海南
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联系人：黄女士、杨先生、
王先生；联系电话：0898-63330100、65203602、66722585；查询网址：
http://zw.hainan.gov.cn/ggzy/；http://lr.hainan.gov.cn/

文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8月12日

出让人
文城镇霞洞村民委员会与文城镇
霞洞村民委员会十二村民小组

地块编号
文集建试

（2019）-6号

地块位置
文昌市文城镇东
湖路东北侧地段

面积（m2）
1424.69

（折合2.137亩）

土地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出让年限

40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1.8；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建筑限高≤6层

挂牌起始价
267.1294万元

（折合1875元/平方米）

竞买保证金（万元）

161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关于拍卖海口市世贸西
路11号金银广场惠金大厦306房产的公告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将于2019年9月11日10时至2019年
9月12日10时止在阿里巴巴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活
动，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海口市世贸西路金银广场惠金大厦306房产
（证号：琼2017海口市不动产权第0047139号）。

起拍价：140万元，保证金：14万元，增价幅度：0.3万元。
二、咨询、展示看样的时间与方式：自2019年8月10日10时至

9月10日10时止（节假日休息）。
三、特别提醒：标的物以实物现状为准，本院不承担本标的瑕疵

保证。有意者请亲自实地看样，未看样的竞买人视为对本标的实物
现状的确认，责任自负。

四、拍卖余款请在拍卖成交后七个工作日内缴入法院指定账户。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海南省南渡江迈湾水利枢纽工程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
迈湾水利枢纽工程位于海南省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南渡

江上，坝址距上游已建松涛水库约55km，距下游已建谷石滩水电
站坝址约 22km。迈湾水利枢纽正常蓄水位近期 101m、远期
108m，死水位76m，总库容6.15亿m3，电站总装机容量40MW。
近期规划水平年搬迁安置4048人，生产安置398人，修建集中居
民点7个。工程建设单位为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环评单位
为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即日起，社会各界可登陆建设单位网站，查询、下载环境影响报
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公众意见表，网址：http://swt.hainan.gov.
cn/sswt/xxgk/xxgk.shtml。纸质报告书可联系并前往建设单位
处查阅。同时，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环保相关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夏工，0898-65728037，714458436@qq.com
评价单位：郁工，0571-56625594，yu_gm2@ecidi.com
公示时间：2019年8月12日

一、采购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二、项目名称：三亚分行营业网点110联网报警系统改造项目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一）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承接各类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

工程施工、维护及技术咨询服务，联网报警服务，保安服务、巡逻、
安全检查等业务。

（二）具备海南省安全技术防范行业协会出据的安防工程企
业设计、施工、维护能力评价贰级以上能力的证明。

（三）具有中国安全防范产品行业协会颁发的《安防工程企业
资质证书》。

（四）具有三亚市公安局警令部指挥中心出据的联网服务平
台与市局110报警中心成功对接的证明，且24小时值守。

（五）设计方案需满足GA38-2015（银行营业场所安全防范
要求）及GA745-2017（自助设备、自助银行防范要求）规范要求。

四、报名资料：单位介绍信、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
等相关资质证书（以上证书查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

五、报名时间、地点及联系人
1.时间：即日起5个工作日内。
2.地点：三亚市解放路561号农行三亚分行5层集中采购办公

室。
3.联系人：林女士（联系电话：0898-88267033）
六、声明
1.各报名供应商递交报名资料即表示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并由此承担法律风险和赔偿责任。如发现供应商存在弄虚作假
行为，将列入中国农业银行供应商禁入名单。2.中国农业银行接
收供应商的报名资料并不表示接受报名供应商参与本项目采购。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亚分行
2019年8月12日

采购报名公告

供 求

遗失声明
高芬芬、伍苏国遗失海口恒大美丽

沙项目0602地块18栋1104房认

购书 1807625 及收据。编号：

HN1839326、 HN1839366、

HN1839348、HN1839349，声 明

作废。

▲本人林玉洪，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认购书，楼盘名称：中国

海南海花岛，2号岛424栋303号

房，编号：4101718，特此声明作

废。

▲本人林玉洪，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收据，楼盘名称：中国海

南海花岛，2号岛424栋303号房，

编号HHD5018428，金额：94282，

特此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朱江于2019年8月6日遗失身

份 证 ， 证 号 ：

460036196811287017，特 此 声

明。

▲海南碧洁环保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遗失海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

联 ） 2 份 ，发 票 代 码 ：

046001800104，发 票 号 码 ：

11923441、11923442。 特 此 声

明。

▲中共调楼镇东春村支部委员会

公章已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白马井镇禾囊村委会东便坊村

民小组原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陈丽雷遗失导游员资格证书，证

号：DZG2007SHX12469，声明作

废。

▲ 吉 桂 兰 身 份 证

460033199010186288于2013年

1月11日在乐东县人民医院出生

一名男孩(邢少哲)出生医学证明证

号L460187747不慎遗失，现声明

作废。

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7)琼0105执889号之一

根据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2017)琼0105执889号之二执行

裁定书，本院定于2019年9月17

日 10 时至 2019年 9月 18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海口市秀英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http://sf.taobao. com/0898/

13）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位于三

亚市河东区商品街三 巷39号的

房地产[产权证号:三土房(2013)字

第 05776 号]。特此公告。联系

人:薛法官；联系电话: 0898-

68626452。二O一九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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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29203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8976200968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建设用地转让13337626381
万宁170亩，配套齐全，背山面水

厂房出租：186089489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