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天记者走访获悉，伴随
着无锡各个企业的复工复产，锡城住
房租赁市场渐渐活跃起来。无锡各大
中介正式开门营业数量还不到一半，
不过不影响返锡租客租房子，因为“无
接触”在线看房签约已经悄然成为全
新住房租赁模式。

陈翠翠无锡德佑中桥店经纪人。
“2月23日晚9点多，同事给我发信息
推荐了客户。客户家在江阴但在无锡
工作，需要在无锡租套房。我就跟客
户详细了解了租房需求。在‘贝壳找
房’上进行了合适的房源匹配。通过
线上推送向客户发起线上VR带看。”
陈翠翠告诉记者，经过她的全面介绍
并让客户了解房屋的户型格局、周边
配套后，客户看了一套就表示VR（虚
拟现实）看房很真实便捷，体验感很
好。由于年前房东就将钥匙放在了我
们门店。在做好相应的安全防疫措施
的前提下，2月24日她带着客户的无
锡朋友实地复看后，2月25日顺利完
成线上签约。

据悉，“VR看房”是疫情当下无锡
各大售楼处与中介比较青睐的一种模
式。记者也体验了下，相比之下，传统
的在线看房是看看实景图片或是小视
频，VR看房是采用360度的全景模
式，可以自己手动定位看哪个空间，看
房者身临其境，房源更为逼真，清晰度
也更高，甚至连地板的灰尘以及卫生
间洁具用的什么品牌都看得一清二
楚。有足够意愿后，中介经纪人会和
房东商谈，确定租房后双方在APP上
签约，实现零接触租房。新吴区梅村
街道外地人占比较高，也是历来的租
赁高地。21世纪不动产梅村店经纪人
罗玉玲这两天也通过在线看房的形
式，顺利帮助多名租客找到心仪的房
源。

“很多企业复工了，但目前无锡还
没有迎来大规模的返程租客，今年的
租赁高峰比往年要来的晚。”地产资深
人士孙斌晖表示。记者从中山房产、
盛世家园等多家房产中介获悉,目前
锡城房屋住宅租金价格与年前相比并
没有多大的变化，房东的心态也比较
稳定。

（仙林）

近日，包括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内的
多家银行对外发布了公告，
称从3月1日起开始受理存
量浮动利率个人贷款的定
价基准转换业务。记者昨
天咨询了多家银行了解到，
这是针对全国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的新举措。
这意味着，只要1月 1日前
已发放的和已签订合同但
未发放的参考贷款基准利
率定价的浮动利率个人住
房贷款（包括公积金组合贷
款中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
款），都要“重新签订房贷合
同”。根据公告，包括无锡
在内的各地公众可通过手
机银行、网上银行等形式申
请办理。但值得注意的是，
不管选哪一种，都只有一次
选择权，转换之后不能再次
转换。

早在去年 12 月 28 日，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指
出：3月1日起，全国所有的
银行，要和所有的个人房贷
客户重新签订合同，把所有
按照基准利率定价的贷款
合同，全部改为固定利率或
者按LPR利率计价。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安排，原合同
约定的利率定价方式需要
转换，具体有两种方式，一
是将以基准利率定价的房
贷转换为以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为定价基准加点
形成的浮动利率贷款;二是
转换为固定利率贷款。原
则上整个工作将于 8月 31
日前完成。这次转换的贷
款要同时满足三个要素：
2020 年 1 月 1 日前金融机
构已发放的和已签订合同
但未发放、参考贷款基准利
率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
(不包括公积金个人住房贷
款)。2020年 12月 31日前
到期的贷款可不转换。业
内人士提醒，如果房贷是商

贷和公积金混合贷，这次只
转换商贷部分贷款利率，公
积金部分仍然按照原合同
执行。原借款合同有两个
(含)以上借款人，需所有借
款人意见一致且办理完成，
才可完成转换。此外，借款
人有多笔房贷的，需要逐笔
办理转换。

这个新动作将影响多
少无锡人的房贷？来自市
房屋交易管理中心的数据
显示，2019 无锡楼市全年
卖房 5.6 万套（不含二手
房），仅去年上半年全市个
人住房商业贷款就发放了
368.06亿元，个人购房贷款
余额（商业性）高达2399.04
亿元。这里的住房贷款余
额指在银行办理按揭贷款
（借款金额为贷款余额），减
去每月每月已还的贷款本
金，剩下的就是住房贷款余
额了。组合贷款中的商业
性贷款也是此次的转化范
畴。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数据显示，仅去年上半年，就
发放了21257笔106亿的公
积金贷款，其中超过一半的
家庭选择了商业贷款与公积
金组合贷款的方式。

对于有房贷的公众来
说，老房贷利率接轨 LPR
后，各个贷款家庭怎么选择
也是问号。记者咨询了建
设银行的工作人员，对方表
示，每笔贷款的生成时间不
同，原始房贷利率不同，有
的享9折，有的是这两年买
房利率不但没有折扣甚至
是二套上浮的，这种情况下
就需要贷款者本人去判断
和选择。就具体如何办理，
该行人士还表示，疫情期间
无需前往银行网点，建议在
手机上下载建设银行APP
就可以在线操作。其中安
卓系统需要从现在的 4.31
版本更新到4.32版本，如果
更新不成功，可以直接在手

机的“应用宝”或“360”里
面直接下载。苹果手机客
户还是过几天，待苹果公司
将客户端审核通过后便可
操作。时间节点上，在8月
31 日之前操作完成即可，
过了8月31后，客户需要前
往当时贷款经办的网点办
理。

记者了解到，自去年
10 月以来，无锡执行 LPR
利率已有4个月时间，新的
房贷利率只是计算方法上
发生了变化，与之前的按
照基准利率上浮差别不
大。据悉，目前无锡住房
个贷仍然稳定，与上一期
执行标准几乎无变化：针
对首次购房，除了极少数
银行是按照5.88%执行，其
余多家国有银行，其利率
均按照 5.9%执行；针对二
套房，大部分银行其利率
按照 6.15%执行(利率以 5
年期以上LPR计算)。

“目前来看，房地产调
控政策最严厉时代或已过
去，但在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的调控思路下，短
期内全国性政策放松的可
能性仍然不大。”易居研究
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
进认为，从当前情况看，房
地产市场的金融环境有望
进一步宽松，尤其是在房
地产开发贷款和个人按揭
贷款等领域，有助于带动
更多银行贷款进入市场，
对楼市的影响较为积极。
尤其是今年年初央行定向
降准，降准后市场上的流
动性有所增加，预计会使
LPR（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进一步下调，房贷利率可
能会走低，进而降低购房
成本。从这个角度讲，建
议之前房贷利率比较高的
贷款客户选择按LPR利率
计价。

（仙林）

老房贷利率接轨LPR

本月起无锡数千亿房贷将有新变化
如何选择以贷款者自身判断为准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
研究总监严跃进根据时间
的推移，以张先生的购房为
例，提供了一个简单易懂的
解释。

1、2019年初，张先生买
了一套房子，需要偿还30年
房贷。当时5年期以上贷款
的基准利率为4.9%。当时
张先生也争取到了9折的优
惠，算下来 2019 年的实际
贷款利率为4.41%。

2、到了2020年 2月份
其 利 率 也 没 变 ，还 是
4.41%。

3、到了2020年 3月其

接到银行短信，告知可以通
过银行“一键转换”来调整
贷款合同。这个时候，根据
银行政策，需要参考去年12
月份的LPR利率，即4.8%。
这样一计算，他此次调整后
的基点应该为负39个基点
或-0.39%，这样算出来的最
终 利 率 为 4.8%- 0.39% =
4.41%，即和今年2月份的
利率保持不变。需要注意
的是，这个“39基点”在后续
贷款中永远不变。

4、2020 年 4- 12 月
份。在这个期间都按照这
个4.41%的利率去还月供，

即今年是看不出月供额的
变化的。

5、2021 年 3月。如果
他和银行约定 1年调整一
次，那么到了 2021 年 3 月
份，其利率计算重新调整，
即为“2021年 3月的LPR-
0.39%”。如果那个时候的
LPR 为 4.7%，那么实际利
率为4.7%-0.39%=4.31%，
这个利率继续执行 12 个
月。

6、2022 年 3 月 及 以
后。均根据前面的定价机
制每年默认调整一次，一直
到30年房贷偿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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