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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保持上涨袁 达到 5.69%袁 环比上升
0.35%袁同比上升 11.13%袁为连续 20
个月上涨遥 报告认为袁当前房贷市场
政策指向仍偏紧袁未来房贷利率或保
持低幅上涨遥

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5.69%

融 360监测数据显示袁2018年 8
月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
5.69%袁 相当于基准利率的 1.161倍袁
环比上升 0.35%袁同比去年 8月利率
5.12%上升 11.13%袁为 2017年 1月以
来连续 20个月上涨遥

尽管本轮首套利率上涨幅度收
窄袁 对购房者来说还款压力仍然很
大袁以最新首套房贷平均利率 5.69%
贷款 100 万尧30 年等额本息还款计
算袁 总支付利息大约需要 109万元袁
比去年同期的利率标准要多还 13万
元利息遥

数据显示袁 全国 35个城市 533

家银行中袁有 40家银行利率上升袁较
上月减少 7家袁下调利率银行数仅 4
家袁 而利率持平银行数为 488家袁为
近一年峰值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执行利
率上浮 20%要30%银行数增多袁其中袁
128家银行上浮 20%袁30家银行上浮
25%袁28家银行上浮 30%袁 分别较上
月增 13家尧2家和 3家遥 此外袁工农
中建国有四大行已上浮 15.9%遥

二线城市利率增速减缓

值得注意的是袁北上广深四大一
线城市中袁除北京地区首套房利率与
上月持平外袁其余均小幅上涨遥 二线
城市利率增速减缓遥

明源地产研究院副院长刘策对
长江商报记者表示袁 利率的变动袁充
分说明银根收紧的大环境和大趋势遥
实际上对于此类房贷内容来看袁多少
说明一点袁即银行政策相对还是比较
紧的遥

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认为袁
房贷利率在保持上涨的过程中袁上涨

幅度在不断缩小遥 目前袁用户房贷需
求仍比较旺盛袁在此情况下银行出现
再度上调房贷利率的可能性小袁同样
大幅下调房贷利率也不符合调控的
要求袁综合诸多影响因素来看袁房贷
利率短期内保持稳定的可能性较大遥

野金九冶首周遇冷武汉新房成交
环比减少 18.4%

受主城区高端盘及新城区刚需
盘集中备案等因素影响袁9月首周武
汉新房住宅成交 3170套袁 环比减少
18.4%明显回落遥此外袁当周推盘量大
幅减少仅有 7个楼盘开盘袁日光盘 3
个环比减少袁开盘去化率有所走低遥

据亿房网研究中心数据统计袁9
月第一周(9月 3 日要9月 9日)武汉
楼市商品住宅成交 3170 套袁另成交
双限房等 62 套袁 环比减少 18.4%遥
与去年同期 2996 套成交量相比增
长 5.8%遥 当周均价 17132 元/平方
米 袁 环比上涨 33.5% 袁 同比上涨
42%遥 李敬

今年 63岁的康女士就是这些受
骗老人中的一员袁已经退休在家的她
为了以后不给孩子增添负担袁一直在
为自己将来养老做打算袁盘算着为自
己找一个养老的好去处遥

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袁老年
人数量越来越多袁 养老机构的床位
数有限袁康女士希望自己早做打算遥
正在她为自己物色养老机构的时
候袁小区里有人派发宣传单袁向她推
荐了这家名为天地自然的养老机
构遥 这家天地自然梅岭疗养度假庄
园自称是由江西金三江养老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 2 亿元打造的袁坐
落在号称南昌后花园的 4A 级风景
区梅岭袁景色宜人遥 公司时不时组织
老人们去山庄参观考察袁 她决定去
实地看一看遥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叶关于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提升养
老服务质量的若干意见曳袁 指出养老
产业是发展潜力巨大的朝阳产业遥到
2020年袁养老服务市场全面放开袁让
广大老年群体享受优质养老服务遥一
段时间以来袁养老产业成为了社会热
点遥

在养老产业大发展的背景下袁天
地自然养生庄园于 2015年落户南昌
湾里区太平镇遥它的负责人名字叫做
李国建遥他宣称袁养老尧娱乐尧健身尧健
康养生袁老年人需要的一切服务都由
他们来提供袁 他们是真正做养老产
业袁全心全意为老年人服务遥

优美的自然环境袁良好的配套设
施袁地方政府的支持袁加上李国建朴
实的话语袁 看起来这家养老机构非
常完美遥 除此之外袁更具诱惑的是天
地自然承诺老人把钱存进来袁 不但
可以在养生山庄吃饭尧购物尧就医尧

参与旅游团等等袁 还给老人每年 6%
到 14%的返利遥老年人解决养老的后
顾之忧袁 同时还可以让手中的钱升
值遥 于是老年人都纷纷拿出自己多
年的积蓄袁 成了天地自然养老山庄
的会员遥

第一年袁老人们如约拿到了该公
司承诺的收益袁 很多人便放松了警
惕袁在第二年又加大了投入遥 天地自
然的会员根据缴纳钱数的不同分为
银卡尧金卡尧钻石卡不同的层级袁存
的钱数越多袁 在养老山庄消费就可
以享受更多的优惠折扣遥 10万元以
上的会员可以享受 2.5折优惠遥正常
每个房间每天 268 元的房费袁 按照
2.5折的价格算下来就是每天房费仅
为 67块钱袁吃饭也只要 12块钱遥 而
且还能拿到额外的利息袁 这样便宜
的价格袁 这家养老机构靠什么来盈
利呢钥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
长杜鹏认为袁 这种承诺高额回报袁又
不知道用什么手段获利袁面临资金的
断裂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遥因为
它是不可持续的袁 养老服务是微利袁
在摊销建设成本尧 服务成本之外袁最
后的利润不可能达到这么高袁所以有
人形容养老产业的利润像剃须刀那
么薄遥许诺 15%的利润目的绝对不是
为了发展养老产业袁而是骗取资金的
流动遥

高额回报是吸引老人们掏腰包
的馅饼遥 除此之外袁展示高大上的配
套设施与服务是天地自然吸引老人
的又一陷阱遥为了打消老人突发疾病
来不及就医的顾虑袁直升飞机开到了
天地自然养老山庄遥

堪称完美的配套服务让老人们
心动不已袁 大批老人纷纷解囊加入遥

公司还搞起了轰轰烈烈的二期工程
开工仪式遥 可谁能想到袁正在养老山
庄热火朝天运营的时候袁 今年 4 月
26日袁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国建突
然消失无法联系上袁公司银行账户的
钱也所剩无几袁这个消息对老人们来
说如同晴天霹雳遥

随即袁 受害的老人向警方报案袁
南昌市公安局红谷滩分局于 6月 12
日发布了立案公告遥 公告显示院江西
金三江养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一案已立案侦查袁现正
在办理遥据负责侦办案件的公安人员
介绍袁 目前已报案的老人达两千多
人袁江西天地自然健康养老股份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李国建已经逃往澳大
利亚袁卷走的资金正在追缴的过程当
中遥 黄金

专骗养老钱

这个套路千万要当心！

首套房贷平均利率连涨 20月
100万贷 30年利息多还 13万

众所周知袁办理银
行借记卡密码重置袁需
要本人携带自己的身
份证前往柜台办理遥近
日袁一名男子来到银行
柜台办理业务袁可本人
和身份证上的照片略
有不同遥细心的柜员仔
细查看袁 发现了端倪袁
保住了原卡主人的资
金安全遥

9 月 3 日下午 3
时许袁 一名年轻男子
来到农行上海徐汇滨
江支行袁 要求办理借
记卡密码重置业务 遥
网点柜员许颖骐在办
理业务时袁 仔细核对
对方提供的身份证
件遥 该男子和身份证
照片非常相像袁 也通
过了人脸识别系统 袁
但许颖骐总感觉哪里
不妥遥经过反复询问袁
对方终于承认袁 该卡
与身份证件并不是他
本人的袁 而为他年长
两岁的哥哥所拥有遥

该男子表示 袁平
时这张卡一直由他使
用遥因为遗忘了密码袁
所以他冒名前来办理
密码重置业务袁 并提
供了他哥哥的电话 袁
要求网点核实遥 经查袁
对方提供的电话号码
与农行系统留存的客
户信息不一致袁 且原
留存的电话号码已经
无法打通遥

为防范盗用风险袁保护卡主利
益和资金安全袁网点及时报警遥 警
方到场后将该男子带走进一步了
解情况遥 业内人士提醒袁市民朋友
如果需要办理业务袁 务必本人前
往袁谨防个人信息泄漏袁造成财产
损失遥 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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