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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我国房地产市场供销好
转，市场运行指标出现边际改善，
主要是前期需求集中释放的结
果。不过，也应警惕炒作苗头，需
要继续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因城综
合施策，有效引导市场预期，严防
楼市投机炒作露头，全力促进楼市
平稳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边际改
善，主要是疫情稳定之后，需求出
现了集中释放。因疫情防控需要，
春节前后我国房地产市场基本处
于“冷冻”态势。从供给端看，因建
筑工人难以到位，无法及时安排复

工，新建住宅施工进度明显落后。
各地的售楼处整体“停摆”，线下住
宅交易困难。从需求端看，疫情影
响下购房群体蛰伏，刚性住房需求
逐步累积。

从3月下旬开始，随着国内疫
情显著缓解且整体趋向稳定，企业
复工复产和复员复岗工作进展顺
利，各地楼市逐步恢复，市场交易
渐趋活跃，房地产开发投资、商品
房销售、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等房地产市场主要运行指标出现
改善。2020年1至5月，全国房地
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0.3%，降幅

比1至 4月份收窄3个百分点；商
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2.3%，降
幅比1至 4月份收窄7个百分点；
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
降 6.1%，降幅比 1 至 4 月份收窄
4.3 个百分点。期间，一些城市适
时出台了购房促销活动，促进了楼
市回暖。据国家统计局全国70个
大中城市房价指标数据，新房和二
手房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数量已经
连续3个月提升，至5月份新房价
格环比上涨城市 57个，二手房价
格环比上涨城市41个，出现了明
显回暖。

但是，楼市炒作苗头再现，多
地出现了“千人摇”“万人摇”的新
闻，还有违规低息信贷资金进入楼
市套利的现象，需要高度警惕。从
历史看，但凡楼市出现了持续的

“噱头”炒作新闻，必须要及时澄清
并加以有效引导。从调控看，疫情
对地方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
影响，而房地产业能带动数十个上
下游行业发展，若不能对个别地方
政府的“擦边球”行为加以合理约
束，过去根深蒂固的房地产发展路
径依赖很可能又会卷土重来。从
资金看，当前我国金融市场流动性
充裕，利率进一步走低，投资投机
力量存在强烈动机，若不能实施严
格和有效的监管，则低成本违规信
贷资金可能会搅动楼市。从支撑
看，疫情已经影响广大民营中小微
企业的经营，社会就业压力加大，
也很难支撑房价继续高位上涨，若
不能对房价涨幅实施有效调控，则
房价泡沫化将会加剧，实体经济恢
复和调整将更加困难。

因此，在房地产市场回暖背景
下，需要高度警惕房地产市场预期
变化。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
是用来炒的定位和“不将房地产作
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要求，保
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性、一致
性、稳定性。坚持因城施策，守住
不鼓励投资投机性需求、不刺激房
价快速上涨的底线，紧紧围绕稳地
价、稳房价、稳预期的目标，完善长
效调控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
健康发展。

坚持房住不炒有效引导市场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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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2020 年 6
月 22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为：1年期LPR为3.85%，5年期以
上LPR为4.65%。1年期和5年期
以上LPR均与上月持平。不过多
位市场人士预期，后期 LPR 报价
仍有下降空间，将有助于带动房贷
利率的下调。

多份机构最新发布的报告显
示，伴随今年上半年多次“降息”，
多地银行的房贷利率已呈现出稳
中趋降的态势。但目前涉房金融
政策“房住不炒”基调未有调整。
业内人士也表示，在利率下行、多
地人才落户配套政策密集发布等
因素的助推下，房地产市场显现出
复苏迹象，不过受到部分城市疫情
防控再度升级的影响，后期走势仍
存不确定性。

LPR连续两月未变
下行仍有空间

6月LPR报价出炉，1年期和5
年期以上 LPR 均与上期持平，基
本符合市场此前的预期。国家金
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
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本月
MLF招标利率未做下调，与之挂
钩的LPR因此也就没做调整。与
此同时，目前央行加强打击资金空
转套利行为，货币政策工具使用更
加谨慎。

5月至 6月，LPR报价已经连
续两次未变。不过多数业内人士
认为，后期 LPR 仍存在进一步下
行空间。6月 17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部署引导金融机构进一
步向企业合理让利，助力稳住经济
基本盘；要求加快降费政策落地见
效，为市场主体减负。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

彬表示，国务院常务会议政策部署
释放了积极的信号，有助于对市场
关于政策收紧的预期给予一定修
正。下一阶段，货币金融政策将继
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随
着CPI涨幅进一步回落，降准和降
息仍有空间和必要，适时适度调降
存款基准利率，引导LPR下行，实
现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成本“双下
降”。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
青也表示，考虑到海外疫情对国内
宏观经济运行带来的影响，下半年
GDP增速向潜在经济增长水平回
归过程中，仍需要宏观政策进一步
发力，其中对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
的需求并未减弱。“由此我们判断，
今年在金融系统加大对实体经济
让利的同时，以宽货币推动宽信用
仍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路径，下
半年政策性降息、降准过程有望持
续推进。”他说。

多地房贷利率稳中有降
住房交易活跃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22日
发布报告称，从历史数据看，今年
上半年LPR已公布了6期，其中在
2月份和4月份分别做了下调，体
现了降息的政策导向。对于商业
银行来说，在今年上半年三次降准
的政策带动下，落实降息政策的积
极性也在提高。

实际上，多地的房贷利率已呈
现稳中有降、温和下行的趋势。融
360大数据研究院对全国41个重
点城市 674家银行分支机构房贷
利率的监测数据显示，在 5 月 20
日至 6月 18 日的数据监测期内，
全 国 首 套 房 贷 款 平 均 利 率 为
5.28%，环比下降4个基点；二套房
贷款平均利率为5.60%，环比下降

3个基点。
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

李万赋表示，一线城市目前房贷利
率变化还是比其他城市更稳一些，
和 LPR 变动幅度的同步性更高；
其他城市变化差异更大一些，平
稳、小幅微调和大幅下降的都有。

“每个银行在LPR基础上的加
点基本是一致的。今年以来，LPR
在下行，因此房贷利率也在下行。”
北京一位房地产中介人士介绍说。

“上半年市场流动性合理充
裕，商业银行资金成本持续下行，
有空间下调房贷利率。”董希淼表
示。与此同时，房贷资产一直是相
对优质的银行资产，银行也有动力
继续积极布局该领域业务。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报告分析
称，今年上半年房贷利率的下调有
助于减少月供的压力，客观上有助
于激活部分观望的购房需求。其
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6 月上半
月，其重点监测的 13个城市二手
房成交量为 41663 套，较 2019 年
同期增长 19.5%，创 2016 年 10月
以来的新高。

“预计下半年LPR有进一步下
调的空间，这有助于带动房贷利率
的下调。结合新盘供应增加、房企
积极降价促销等因素，住房交易有
望进一步活跃。”该报告称。

楼市现回暖迹象
“房住不炒”基调不变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今年第一
季度房地产市场受疫情影响降到
冰点，但目前市场已经显现出持续
复苏的态势。住房交易量的大幅
回暖就是例证之一。

“房地产市场的小阳春已经出
现。”中原地产市场研究中心首席
分析师张大伟表示，除了房贷利率

的稳中趋降之外，多地最近密集发
布人才落户配套政策也是助推房
地产市场复苏的重要原因。

南昌市6月22日发布《关于支
持大学毕业生和技能人才来昌留
昌创业就业的实施意见》明确了落
户有奖励、就业有补贴、创业有扶
持、购房有实惠等多项措施。6月
20日，浙江省义乌市也进一步调
整人才政策，指出取消户籍要求、
调整在义乌工作（社保缴纳）满 2
年以上要求及调整按揭贷款首付
款比例要求。

“累计来看，截至6月中旬，我
国已有超过百城发布吸引人才的
新政。在人才配套政策中，放松落
户、给予购房补贴等成为各地吸引
人才主要手段。”张大伟说。他认
为，信贷政策与人才政策微调将对
未来房地产市场走向产生重要影
响。

不过，部分城市疫情防控再度
升级或给后期楼市走势带来不确
定性。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
析师王小嫱预计，随着疫情防控再
度升级，6 月市场需求将延缓释
放，各城市价格上涨动力或有所不
足。

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性合理
充裕、房贷利率有望继续下行的情
况下，房地产调控仍将坚守“房住
不炒”的定位。央行日前发布的
《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20）》
指出，下一步，要坚持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和“不将
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要求，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的连续
性、一致性、稳定性。坚持因城施
策，紧紧围绕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的目标，完善长效管理调控机
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

政策未松动 多地房贷利率稳中微降

一、衣柜分为哪三种？
1、整体定制衣柜
定制衣柜，近年来非常

流行，定制衣柜就是直接找
专门的衣柜定制团队，让他
们上门量好尺寸后回去进
行定制。定制好后再到现
场安装。

定制衣柜价格=柜门+
抽屉+配件+柜体价格(柜
体+顶线收口线等)+非标费
用+利润

2、成品衣柜
成品衣柜就是直接到

家 具 商 城 购 买 现 成 的 衣
柜。成品衣柜选择比较多，
不过没办法完全跟家里的
空间匹配，毕竟是直接购买
的成品。

成品衣柜价格=商场现
价

3、木工现场打造衣柜
木工现场打造衣柜，就

是直接找信得过的木工根
据个人的衣柜设计需求和
位置大小进行一个现场制
作。

木工打造柜子价格=柜
门+抽屉+配件+五金+柜体
投影价格(主材+辅材+人
工)+油漆+利润

二、3种衣柜的优缺点
对比

整体定制衣柜
1、整体定制衣柜都是

工厂机器生产、有专业设计
师和安装工人及售后工人，
在做工和售后方面都比木
工打造强。

2、价格方面弹性很大：
会因为选择的品牌、用的板
材、五金配件等不同而有所
变化。

3、整体定制衣柜要谨
防厂家用的板材质量，验收
时要注意板材的甲醛含量
是否符合要求。

成品衣柜
1、颜值是三种衣柜中

最好，无论是款式还是花纹
还是颜色等，选择都非常多
样。

2、成品衣柜一般都是
根据固定尺寸和款式批量
生产的，所以没办法完全匹
配每一个家庭的需求，会出
现 大 小 不 一 定 匹 配 的 情
况。无法恰到好处地适应
每个家庭的装修。

3、高度比较尴尬。成
品 衣 柜 的 高 度 一 般 在
2-2.2m 之间，但是普通房
子的层高在 2.8~3m，通常
顶 部 就 会 有 一 块 空 间 剩
余。影响美观，而且容易积
尘。

木工现场打柜子
1、木工现场打柜子可

以根据现场尺寸定制，不浪
费空间。

2、时间短。准备好材
料、找好工人，基本上三五
天就能够做好，很省时间。

3、木工现场打柜子，需
要业主自己选购板材。也
可以直接让木工自己准备，
但是如果不放心还是要自
己来。虽然安心，但是也比
较麻烦。

缺点：
1、五金件还有柜门要

单独购买，板材要自己选，
相对麻烦。

2、质量跟木工水平挂
钩，不是每个木工都有好的
手艺。

3、而且款式单一，甚至
设计不一定合理，因为不是
专业的设计人员。

三、怎么确定自己选哪
一款？

1、根据预算：如果预算
紧张，可以入住后再考虑成
品衣柜。如果预算足够，就
可以考虑整体衣柜定制。

2、如果追求外形，建议
找成品衣柜或者厂家整体
定制，木工打造颜值肯定不
是最好的。

3、如果担心成品衣柜
和厂家整体定制板材有问
题，可以考虑木工打造，更
放心。但是要通风彻底后
再入住。

装修时，
衣柜究竟怎么选？

1、通风法
最好的办法就是通风。
2、植物吸收法
植物有极强的吸收甲醛的能

力，如仙人掌、吊兰、芦苇、常春
藤、铁树、菊花等。一般来说，大叶
面和香草类的植物吸收甲醛的效
果较好，如吊兰、虎尾兰等。

3、民间流传土方法
把茶叶渣、柚子皮、洋葱片、菠

萝块等放在刚装修完的房间内或
者用白醋熏蒸整个房间。

4、活性炭吸附法
固体活性炭具有孔隙多的特

点，对甲醛等有害物质具有很强的
吸附和分解作用，活性炭的颗粒越

小吸附效果越好。
5、光触媒分解法
光触媒中的催化剂在光的刺

激下，与空气中的氧气与水分生成
负离子和氢氧自由基，能氧化并分
解各种有机污染物和无机污染物，
并最终降解为二氧化碳、水和相应
的酸等无害物质，从而达到分解污

染物、净化空气的作用。
6、化学制剂净化法
目前，市场上的甲醛捕捉剂分

为两种，一种是通过中和甲醛，生
成无害物质的方式来净化空气；另
外一种是通过封闭甲醛，阻止甲醛
的挥发来净化空气。

怎样快速除去甲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