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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 LPR 后，哪些城市房贷利率在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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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全国房贷平均利率继续上升，首套、二套均连续 3 个月上行。今
年 5 月份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到达 2018 年以来的最低点 5.42%，此
后连续 3 个月回升，8 月份达到 5.47%，环比上升 3 个 BP，相当于当
前 5 年期以上 LPR 加点 62 个 BP，远高于新规下限；全国二套房贷平
均利率走势与首套相同，8 月上升至 5.78%，环比上升 2 个 BP，相当
于在目前的 5 年期以上 LPR 加点 93 个 BP，也远高于新规下限。

子行业评级

相关研究报告：
《 挂 钩 LPR 之 后 房 贷 利 率 会 降
吗？》--2019/08/25
《保利地产：业绩销售表现亮眼，
央企融资优势持续凸显》
--2019/08/19

[Table_Author]
证券分析师：徐超
电话：18311057693

分城市看，上半年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房贷利率的绝对水平和涨
幅都较高。8 月份，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监测的 35 个城市中有 17 个
城市首套房贷利率平均水平有所上涨。一线城市中，8 月广州地区首
套房贷款利率平均水平环比上涨了 4BP，北京、上海、深圳维持上月
水平不变；二线城市中，上半年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房贷利率的绝对
水平和涨幅都较高，苏州、无锡、沈阳、长沙四城已实现三月连涨，
沈阳本月涨幅最高，达到 23BP，济南、南昌、昆明、南宁也都超过
了 10BP。
苏州、南宁首套房平均利率“破 6”，五城市相对 LPR 加点超过
100BP。8 月份虽然多城市再次上调房贷利率水平，但首套房贷利率
水平最高 10 城市名单并未发生变化。
苏州本月利率水平环比上涨 1BP
至 6.04%，仍为最高；南宁也加入首套房贷款利率破“6”行列。此外合
肥和武汉也超过 5.9%。排名前五的城市，参照 5 年期以上 LPR 来看，
其利率水平的加点幅度都超过了 10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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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首套房，厦门、天津的二套房 平均利率低于新规下限，
10 月 8 日房贷新政落地后都面临上涨压力。融 360 监测的 35 个城市
共 533 家银行分（支）行中，除停贷银行外，共有 19 家银行首套房
利率水平仍低于 4.85%，116 家银行的二套房贷款利率水平低于
5.45%。10 月 8 日房贷新政正式落地后，这些银行都必须上调自己的
房贷利率水平，进而可能会带来部分城市房贷利率平均水平的进一步
上涨。从目前数据看，上海的首套房贷款利率低于新规下限 1 个 BP
（全国最低），厦门、天津的二套房平均利率分别低于新规下限 6 个
和 4 个 BP，10 月 8 日新规落地后都面临上涨压力。全国首套房贷平
均利率最低 10 城市的名单没有发生变化，除杭州和哈尔滨地区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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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所上涨，最低十城中的其他城市（包括上海、深圳）首套房贷
款利率均维持上月水平。
挂钩 LPR 对多数城市房贷利率影响不大，两类城市房贷利率可
能上升。目前已经有部分地区部分银行对新增房贷采取 LPR 方式报
价，但报价方式调整本身对房贷利率的影响不大。央行房贷新规只是
给出了房贷利率的下限，实际房贷利率的制定还是由各个地方“因城
施策”。像上海、厦门、天津这样首套或者二套平均房贷利率低于央
行下限的城市，房贷利率大概率是要上行的；像苏州这样房价上涨过
快的城市，平均房贷利率继续上行的趋势可能也不会改变。对于其他
多数城市而言，房贷利率受挂钩 LPR 的影响不大，以稳为主。
央行对按揭贷款的态度并没有特别严厉，主导思想是保持稳定。
房贷利率提升一方面是由于各地响应政治局会议房住不炒精神，另一
方面也是由于上半年按揭额度投放较快，下半年剩余额度较为紧张。
从监管层的态度来看，决策层针对按揭贷款的态度并没有像限制房企
融资那样严厉。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新 LPR 首次发布之后的国务院政
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明确表态“保持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基本稳定，做到房贷的增量不扩张，房贷的利率不下降。”央行在 7
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调整优化座谈会上对按揭贷款的定调
为“保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适度增长”。 从信贷数据来看，8 月份居民
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 125 亿元，环比多增 123 亿元，符合央行“合理
适度增长”的基调.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目前正处于各地方各部委响应政治局会议精
神，落地具体调控政策的阶段，特别是在宏观宽松的背景下，不排除
还会有针对地产的定向调控政策。房企传统融资渠道目前均已受到空
前严厉的监管限制，后续还需要关注按揭贷款、商业票据、保函、预
售资金监管、税务稽查等方面的政策风险。标的方面可以关注中报业
绩超预期、融资优势明显且外币负债占比低的央企龙头保利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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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国房贷平均利率继续上升，首套、二套均连
续 3 个月上行。
今年 5 月份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到达 2018 年以来的最低点
5.42%，此后连续 3 个月回升，8 月份达到 5.47%，环比上升 3 个 BP，
相当于当前 5 年期以上 LPR 加点 62 个 BP，远高于新规下限；全国二
套房贷平均利率走势与首套相同，8 月上升至 5.78%，环比上升 2 个
BP，相当于在目前的 5 年期以上 LPR 加点 93 个 BP，也远高于新规
下限。
图一：近一年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走势

资料来源：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

二、上半年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房贷利率的绝对水
平和涨幅都较高
8 月份，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监测的 35 个城市中有 17 个城市首
套房贷利率平均水平有所上涨。一线城市中，8 月广州地区首套房贷
款利率平均水平环比上涨了 4BP，北京、上海、深圳维持上月水平不
变；二线城市中，上半年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房贷利率的绝对水平和
涨幅都较高，苏州、无锡、沈阳、长沙四城已实现三月连涨，沈阳本
月涨幅最高，达到 23BP，济南、南昌、昆明、南宁也都超过了 10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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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2019 年 8 月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涨幅最高五城市
城市

7 月利率

8 月利率

涨幅（BP）

沈阳

5.29%

5.52%

23

济南

5.37%

5.55%

18

南昌

5.64%

5.78%

15

昆明

5.29%

5.41%

12

南宁

5.90%

6.01%

11

资料来源：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

三、苏州、南宁首套房平均利率“破 6”，五城市相
对 LPR 加点超过 100BP。
8 月份虽然多城市再次上调房贷利率水平，但首套房贷利率水平
最高 10 城市名单并未发生变化。苏州本月利率水平环比上涨 1BP 至
6.04%，仍为最高；南宁也加入首套房贷款利率破“6”行列。此外合肥
和武汉也超过 5.9%。排名前五的城市，参照 5 年期以上 LPR 来看，
其利率水平的加点幅度都超过了 100BP。
表二： 2019 年 8 月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最高十城市
城市

平均利率

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 LPR 加点数

苏州

6.04%

119

南宁

6.01%

116

合肥

5.92%

107

武汉

5.92%

107

无锡

5.88%

103

南昌

5.78%

93

郑州

5.77%

92

南京

5.69%

84

成都

5.65%

80

青岛

5.64%

79

资料来源：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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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的首套房，厦门、天津的二套房 平均利率
低于新规下限，10 月 8 日新规落地后面临上涨压力。
融 360 监测的 35 个城市共 533 家银行分（支）行中，除停贷银
行外，共有 19 家银行首套房利率水平仍低于 4.85%，116 家银行的二
套房贷款利率水平低于 5.45%。10 月 8 日房贷新政正式落地后，这些
银行都必须上调自己的房贷利率水平，进而可能会带来部分城市房贷
利率平均水平的进一步上涨。从目前数据看，上海的首套房贷款利率
低于新规下限 1 个 BP（全国最低），厦门、天津的二套房平均利率分
别低于新规下限 6 个和 4 个 BP，10 月 8 日新规落地后都面临上涨压
力。全国首套房贷平均利率最低 10 城市的名单没有发生变化，除杭
州和哈尔滨地区利率水平有所上涨，最低十城中的其他城市（包括上
海、深圳）首套房贷款利率均维持上月水平。
表三：2019 年 8 月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最低十城市
城市

平均利率

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 LPR 加点数

上海

4.84%

-1

厦门

4.90%

5

天津

5.11%

26

乌鲁木齐

5.17%

32

深圳

5.19%

34

珠海

5.27%

42

海口

5.28%

43

哈尔滨

5.29%

44

大连

5.29%

44

杭州

5.34%

49

资料来源：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

表四：2019 年 8 月二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最低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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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平均利率

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 LPR 加点数

厦门

5.39%

54

天津

5.41%

56

上海

5.46%

61

深圳

5.49%

64

珠海

5.54%

69

乌鲁木齐

5.55%

70

杭州

5.58%

73

广州

5.59%

74

大连

5.59%

74

福州

5.62%

77

资料来源：融 360 大数据研究院

五、挂钩 LPR 对多数城市房贷利率影响不大，两类
城市房贷利率可能上升。
目前已经有部分地区部分银行对新增房贷采取 LPR 方式报价，但
报价方式调整本身对房贷利率的影响不大。央行房贷新规只是给出了
房贷利率的下限，实际房贷利率的制定还是由各个地方“因城施策”。
像上海、厦门、天津这样首套或者二套平均房贷利率低于央行下限的
城市，房贷利率大概率是要上行的；像苏州这样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
平均房贷利率继续上行的趋势可能也不会改变。对于其他多数城市而
言，房贷利率受挂钩 LPR 的影响不大，以稳为主。

六、央行对按揭贷款的态度并没有特别严厉，主导
思想是保持稳定。
房贷利率提升一方面是由于各地响应政治局会议房住不炒精神，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半年按揭额度投放较快，下半年剩余额度较为紧
张。从监管层的态度来看，决策层针对按揭贷款的态度并没有像限制
房企融资那样严厉。在 2019 年 8 月 20 日新 LPR 首次发布之后的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央行副行长刘国强明确表态“保持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基本稳定，做到房贷的增量不扩张，房贷的利率不下降。”央
行在 7 月底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调整优化座谈会上对按揭贷款的
定调为“保持个人住房贷款合理适度增长”。 从信贷数据来看，8 月份
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 125 亿元，环比多增 123 亿元，符合央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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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适度增长”的基调。
投资建议：我们认为目前正处于各地方各部委响应政治局会议精神，
落地具体调控政策的阶段，特别是在宏观宽松的背景下，不排除还会
有针对地产的定向调控政策。房企传统融资渠道目前均已受到空前严
厉的监管限制，后续还需要关注按揭贷款、商业票据、保函、预售资
金监管、税务稽查等方面的政策风险。标的方面可以关注中报业绩超
预期、融资优势明显且外币负债占比低的央企龙头保利地产。
风险提示：政策收紧超预期，销售下滑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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