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了解到，5月份，广州工、
农、中、建四家银行房贷利率迎来又
一次上调，目前首套房贷款利率最低
5.4%，二套房贷款利率最低5.6%，较
1月份分别上调了35个基点。

“今年以来，广州工、农、中、建
四家银行房贷利率已经三次上调，
股份制银行也不定期进行利率上调
跟进。”广州市黄埔区某中介机构负
责人介绍。

在深圳，自建行深圳市分行5
月初上调房贷利率后，多家银行也
相继跟进。记者了解到，目前工、
农、中、建、交五大行的深圳分行均
已调整房贷利率，首套房贷款利率

上调15个基点至5.1%，二套房贷款
利率上调35个基点至5.6%。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对全国42
个重点城市房贷利率的监测数据显
示，4月20日至5月18日，全国首套
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33%，环比上
涨2个基点；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为5.61%，环比上涨2个基点。

热点地区房贷为何纷纷“涨
价”？专家表示，房贷利率上调是部
分热点城市房地产调控趋紧的体
现。近期在部分房价涨幅明显的地
区，包括房贷政策在内的楼市调控
政策普遍收紧。

实施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

度、加大对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地
产市场的打击力度……今年以来，
房地产金融监管趋严，银行对住房
按揭贷款的投放态度趋于谨慎。

“因城施策，适度上调房贷利
率，有助于抑制房地产市场单边上
涨趋势，也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
研究员李宇嘉表示，由于前期银行
普遍追逐热点城市的房贷份额，导
致这些地区房贷利率较低，此次适
当上调是回归正常利率水平。“比
如，深圳银行业集体上调房贷利率
后，利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 ■■■■■

中国新闻 2021年5月28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杨帆 主编：林永成 美编：陈海冰 检校：卫小林 邝才热A13 综合

疫情防控要做到早、小、严、实
——第八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要点透视

近日，周边国家和地区新冠肺炎疫情依然呈现暴发蔓延态势，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国内安徽、辽宁、广东出现疫情，
提醒我们疫情防控不可放松。为进一步指导各地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防控方案（第八版）》。接下来疫情防控需要注意哪些方面？专家对此做出解读。

自5月13日起，安徽、辽宁、广东相继发现新
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再次提醒我们疫情防控不
可放松。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介
绍，最新版新冠肺炎防控方案中完善了总体防控
要求，加强外防输入政策措施，坚持“人物同防”。

方案强调，加强对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加工、运
输、存储、销售场所环境，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
箱货物的抽样检测和预防性消毒。

方案要求，发现核酸检测阳性物品后，对相关
物品临时封存、无害化处理，对工作区域进行消毒
处理。根据传播风险评估结果，对接触人员采取
健康监测和核酸检测，必要时采取隔离医学观察。

贺青华介绍，最新版防控方案提出了强化疫
情监测，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监测方案，指导
各地开展新冠肺炎监测工作。

据了解，方案中明确了疫情监测的七大重点，
分别为医疗机构就诊人员监测、风险职业人群监
测、重点人群健康监测、重点机构监测、物品和环
境监测、病原监测和变异株影响监测。

同时要求，发现疑似病例、确诊病例和无症状
感染者时，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第三方检测
机构应在2小时内进行网络直报。

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示，防控之弦
必须时刻紧绷，防控措施必须落实落细，要切实做
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贺青华表示，此次方案修订涉及的另一个方
面是强化隔离医学观察管理，加强入境人员、密切
接触者等隔离医学观察管理和核酸检测。

方案要求，隔离医学观察期间应采集鼻咽拭
子进行核酸检测，解除隔离时应同时采集2份鼻
咽拭子样本，分别使用不同核酸检测试剂检测，两
次检测原则上由不同检测机构开展。

方案明确，解除隔离后开展7天居家健康监
测，期间做好体温、症状等监测，减少流动，外出时
做好个人防护，不参加聚集性活动，并在第2天和
第7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据国家卫健委通报，截至2021年5月
26 日，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56672.3万剂次。26日单日接种超2000万
剂次，再创单日接种新高。

贺青华介绍，此次方案要求，强化疫苗接
种，持续做好重点人群和疾病传播风险较高的
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不断扩大接种人群范围。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

庆表示，除了保持已有的防控措施以外，接
种疫苗目前是首选措施。

“我们国家疫情防控总体比较好，这也
给我们疫苗接种赢得了时间，也赢得了空
间。在这种情况下，才能让我们的疫苗接种
分重点、有序地开展。”他提醒，在没有疫情
的时候，接到疫苗接种通知的时候要积极接
种疫苗，这样可以让免疫屏障早一天建立起

来，不要出现疫情的时候才积极接种。
贺青华表示，第八版防控方案更加完

善。“全国各地按照防控方案的总体要求能
够及时发现散发的病例或者是聚集性疫情，
做到早、小、严、实，科学精准、有力、有序、有
效的处置疫情，真正做到发现一起疫情、扑
灭一起疫情，巩固我们疫情防控的成果。”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新
华
社
发

徐
骏

作

多地个人住房贷款“涨价”

你我申请房贷会更贵更难吗？
近段时间，广州、深圳等地多家银行上调个人房贷利率，同时出现房贷额度紧

张、放款周期拉长等情况。房贷利率上调意味着什么？未来房贷是否会继续“涨
价”？个人房贷申请是否会变难？记者就此进行了调查。

住房信贷政策既关系国家宏观
调控，又与普通百姓息息相关。

对购房者来说，贷款利率上调
意味着买房成本的增加。以深圳为
例，按照贷款300万元、年限30年、
通过等额本息的方式还款，房贷利
率上调后，首次购房家庭的总利息
增加约10万元，每月还款增加200
多元。

不过，相比贷款利率的提高，不
少购房者更担心的是贷款额度的紧
张、放贷门槛的提高。

房贷“涨价”的同时，部分地区
银行房贷额度进一步收紧，放款周

期也在拉长。广州的多家银行房贷
业务经理以及中介机构均表示，目
前二手房贷款的放款周期长达四个
月的不在少数，三个月放款已经是

“乐观估计”。
相比广州、深圳，上海的房贷

利率保持稳定，但放款周期也在拉
长。刚刚在上海买房的一位女士
告诉记者，即便是开发商合作的银
行，审批和放款速度都很慢。其中
一家股份制银行表示，5月份的贷
款额度已经用完，6月份才能拿到
额度。

贷款审核也更加严格。打算购

房的广州王女士，本来想借家里兄
妹的钱用作首付款，发现已经被银
行“拒之门外”。“目前只有父母、配
偶和子女的钱可以用作首付款，而
且需要给出清晰的来源。其他亲朋
好友的钱，都不可以作为首付款。”
王女士说。

专家表示，利率提高、额度紧
张、放款变慢对刚需群体产生的影
响难以避免。房地产业是资金密集
型行业，从楼市调控角度看，房贷政
策收紧有助于促进楼市平稳健康发
展，促进房价回归合理水平，从长远
看有利于购房者。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3月末，我
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4.5%，增速比上年同期低1.4个百
分点。

专家表示，严监管背景下，房地
产信贷面临进一步收紧的压力。

“下一步在房价上涨较快的热
点城市，或房贷利率相对较低的地
区，房贷利率小幅上涨可能会成为
趋势。”董希淼表示。

李宇嘉表示，热点城市房贷利
率反弹周期已开始，主要影响因素
有房价上涨情况、银行的房地产贷
款集中度情况以及信贷资源的分配
调整。

2021年开始，国家实施房地产
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部分银行个
人住房贷款占比较高，超过集中度
要求。专家表示，虽然相关银行房
贷体量大，腾挪空间较大，整改时间
宽裕，但也会采取措施适当控制房
贷的增长。

从国家政策导向看，今年的信
贷资源将突出对高端制造业、小微
企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领域的
支持。

房贷政策与百姓息息相关，既
要有助于防范风险、抑制泡沫，也应
支持居民合理的购房融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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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房贷
利率上调中，二套房贷款利率调整
幅度大于首套房贷款利率调整幅
度，也体现出这一政策导向。

董希淼表示，商业银行应在落
实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执行房地
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要求的过程中，
坚持“有保有压”，保持个人住房贷
款业务适度发展，尽可能不“误伤”
刚性住房需求和改善型住房需求。
特别是对首套房贷需求，应留足额
度，并给予相对优惠的利率政策。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记者
李延霞 孟盈如 桑彤 吴燕婷）

房贷“涨价”是否会继续？

民生直通车

多地房贷利率迎来上调

房贷政策收紧，购房者怎么看？

A 不仅要“防人”还要“防物”

疫情监测七大重点

隔离管理更加严格

做好重点人群疫苗接种

B

C

D

大陆阻碍BNT疫苗售台？

国台办：完全是无中生有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

莲27日应询表示，所谓大陆阻碍BNT疫苗售台
的说法，完全是无中生有。民进党当局领导人的
这番谎言，再次暴露他们甩锅大陆、推卸责任的一
贯政治操作和转移焦点、掩盖问题的惯用伎俩。

有记者问，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声称，因
大陆介入致使台无法和德国拜恩泰科（BNT）原
厂签约购买疫苗。对此有何评论？朱凤莲在答问
时作上述表示。

她说，众所周知，早在2020年3月，上海复星
医药集团即与德国BNT公司签约，参与BNT疫
苗研发并拥有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独家商
业权益。民进党当局对此心知肚明，却不循正途，
非要违反商业规则和诚信原则，绕过上海复星医
药集团向德国BNT公司购买疫苗。他们明知不
可为而为之，说明考虑的根本不是解决台湾民众
实际需求，而是做做样子，欺骗岛内民众，为自己
谋取政治私利。

朱凤莲表示，人们看得很清楚，在疫苗问题
上，是民进党当局一直在设置障碍。时至今日，岛
内疫情蔓延，民众苦盼疫苗，但民进党当局仍执迷
于政治操弄，抛出种种说辞、编造种种戏码，继续
将岛内民众的生命健康和卫生福祉践踏在自己的
政治私利之下。他们这出戏码多演一天，防疫的
宝贵时机就多耽误一天，岛内民众就将多一天付
出生命健康的代价。

据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赵文君）市
场监管总局27日依法对北京十荟科技有限公司
（“十荟团”运营主体）处以150万元人民币顶格罚
款，并责令“十荟团”平台江苏区域停业整顿3日。

经查，“十荟团”为了排挤竞争对手，以低于成
本的价格倾销，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损害
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如3月11日销售“库
尔勒小香梨 250g”，进货成本3.89元，销售价格
0.99元，实际销售2万多份；4月7日销售“蓝天三
晶加碘精制食用盐500g”，进货成本0.57元，销
售价格0.1元，当日销售11万份。

“十荟团”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
段，诱骗消费者与其进行交易。如4月29日秒杀
销售“黑芝麻糊 65g”，标示“1.45 元，直降 3.05
元”，经查该商品原价为1.36元；4月29日销售

“白玉丝瓜”，标价4.99元，划线价8.88元。采用
划线价形式进行价格比较，未准确标明划线价格
的含义，违反了价格法有关规定。

互联网平台利用资金、流量优势进军社区团
购，以补贴低价形式争夺市场，损害了中小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的合法权益。今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
已依法对橙心优选、多多买菜、美团优选、十荟团等
社区团购平台不正当价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督
促企业积极整改。近期，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价格监
测及举报线索发现，“十荟团”虽声称积极整改，但
在部分地区的业务仍存在不正当价格行为，对其涉
嫌低价倾销、价格欺诈行为再次立案调查。

利用价格手段倾销 诱骗消费者交易

社区团购平台“十荟团”
被顶格罚款并停业整顿

银保监会：

未经许可任何非金融机构和
个人不得代理销售理财产品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记者李延霞）银保监
会27日对外发布《理财公司理财产品销售管理暂行
办法》，明确理财产品销售机构范围，强化理财产品
销售流程管理，明确未经金融监督管理部门许可，任
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代理销售理财产品。

办法明确，理财产品销售机构包括销售本公
司发行理财产品的理财公司和代理销售机构。代
理销售机构现阶段为其他理财公司和吸收公众存
款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理财公司属
于新型非银行金融机构，机构类型、产品属性、品
牌声誉等处于起步培育阶段，区分辨识度需要逐
步提升。现有销售机构范围总体延续了银行理财
产品销售的成熟渠道模式，便于投资者识别。下
一步银保监会将根据银行理财产品的转型发展情
况，适时将理财产品销售机构范围扩展至其他金
融机构和专业机构。

办法注重厘清理财公司（产品发行方）与代理
销售机构（产品销售方）之间的责任，要求双方在
各自责任范围内，共同承担理财产品的合规销售
和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义务。

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通话
新华社北京5月27日电 5月27日上午，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
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贸易代表戴琪通话。双
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务
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
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
保持沟通。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5月26日至27日，广州市荔湾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图为在荔湾体育馆核酸
检测点，医务人员核对前来进行核酸检测的市民的信息。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广州市荔湾区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