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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7月 10 日晚，财
富中文网发布了最
新的《财富》中国上
市公司 500 强排行
榜。榜单显示，中石
化、中石油、中国建
筑、平安保险、上汽
仍居前五。记者梳
理发现，今年有9家
川企上榜，颇受关注
的是，首次进入500
强的海底捞国际控
股有限公司2018年
总收入达170亿元，
排名第482位。

“现在买房的人大多是有需
求的，比如买首套房的、小房换大
房的，这样的顾客顾虑会比较
多。对于房贷，三四月份市场比
较好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利率还
会下降，但现在并没有出现这样
的变化，这几个月我们的带看量、
成交量都下滑不少。”一位房产中
介告诉记者。

事实上，虽然幅度有限，但上
月银行房贷利率在年内首度出现
回弹，且房贷利率持平和上涨银行
数大幅增加。在融360大数据研
究院监测的35个城市的533家银
行分（支）行中，除停贷银行外，有
422家银行首套房贷款利率持平，
较5月份增加28家，占比79.17%；
66家银行利率上涨，较5月份增加

了39家；房贷利率下降的银行数
则从5月份的108家减少至44家。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大连、佛
山、武汉等少数二线城市6月房
贷利率有所下调，但多数二线城
市出现房贷利率上调迹象。

融360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师
李万赋表示，“部分二线城市下
调，多是之前房贷利率较高的银
行跟进调整，暂未发现新一波集
中下调的现象。”继青岛、南京、成
都之后，天津、苏州、福州、宁波、
南宁等地的房贷利率平均水平均
在6月份有所上升，且变化频率较
快，南京已经连续2个月上调。另
外，宁波、苏州等地部分银行还表
示，目前房贷额度比较紧张，或暂
停放贷，或放款时间不确定。

热点二线城市房贷利率上浮

成都首套房贷利率 上浮15%是主流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经历连续半年下
调后，6月房贷平均
利 率 开 始 迎 来 回
弹。融360大数据研
究院7月9日最新发
布的监测数据显示，
6月份，全国首套房
贷 款 平 均 利 率 为
5.423%，较上月的
5.416%略有上涨；二
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为5.75%，同样高于
上月的 5.74%。这
意味着今年以来房
贷利率连降的趋势
终止。天府早报记
者走访发现，目前成
都首套房贷款利率
普遍基准利率上浮
15%。

市场分析人士
认为，此前房贷利率
随着市场的整体宽
松而适度降低，但这
轮房贷利率下调基
本上已经快要结束
了，很多城市的房贷
利率已经触底反弹，
这说明金融贷款政
策的风向有所变化，
未来包括贷款行为
和房屋买卖行为都
会有影响。

多个热点城市上调房贷利率

“现在，仅有个别银行的首套
房贷可以做到基准利率上浮
10%，大多银行首套房利率都要
上浮15%；二套房普遍都是20%
以上。”近期准备购买第二套改善

住房的郑先生，一直在打听
银行房贷利率的消息。

记者11日的走访也证
实了郑先生的说法。某国

有银行个贷部工作人员就明
确告知记者，“现在我行首套房的
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15%，
二套房基准利率上浮20%起。至
于具体上浮多少，以最后审核下
来的结果为准。”该工作人员在介
绍时特别强调了“起”字。

而房贷利率的上浮，让郑先

生最近有些纠结，“纠结要不要把
第一套房贷提前还，这样就可以
降低首付；不过首付少了，贷款就
要增加，而房贷利率的上浮，让利
息增加，还款的压力就更大了。”

目前银行的基准利率为
4.90%，按照4.9%+4.9%×上浮比例
=实际房贷利率这个公式来计算，
上浮10%就等于实际房贷利率为
5.39%，上浮 15%就等于实际房
贷利率为5.635%。如果贷款100
万元（等额本息），按揭30年，基准
利率 4.9%不变，房贷利率上浮
10%，月供就是5609元，还款总额
是201.9万元，如果房贷利率上浮
15%，每个月还5957.7元，还款总额
207.3万元，大约要多还6万元左右。

成都首套房贷利率上浮15%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购房者而
言，房贷利率上调，买房成本也随
之上涨。但另一方面，房贷利率的
适度调整，可以减少市场焦躁情
绪。而支付成本的上升，也会对
投机者带来一定的震慑作用。

对于接下来房贷利率是否还有
收紧的可能，李万赋表示，下半年

银行的信贷资金普遍比上半年紧
张，再加上热门城市的房地产调控
等，预计接下来会有更多城市和银
行加入到房贷利率上调的大军中。

同策咨询研究中心总监张宏
伟表示，“利率上调是阶段性的。”
到三季度之后，额度充足就会有
所下调，“尤其是针对首套来讲”。

利率是否持续上行引热议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113名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131名
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 225名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26名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8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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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账

今年中国 500 家上榜的上市
公司总营业收入达到45.5万亿元，
较去年增长14.8%，再创新高；净利
润达到了3.625万亿元，较去年增
长4.21%。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
门槛为 162.38亿元，相比去年提升
了17%。

榜单显示，头部公司依然是
中石化、中石油和中国建筑。中
国平安蝉联非国有企业第一位。
同时，今年一共有42家新上榜和
重新上榜公司，其中小米集团以
1749 亿 元 的 总 收 入 排 名 第 53
位。美团点评则以652亿元营收
排名第140位。在食品行业，颇受
关注的是首次进入500强的海底
捞，排名第482位。

在盈利方面，与去年情况相
同，最赚钱的10家上市公司除了几

大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外，仍是中
国移动有限公司、腾讯控股有限公
司和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这10家公司在去年的总利润
达到1.46万亿元，占全部上榜公司
利润总和的40.3%。2019年，中国
500强中共计有30家公司未能盈
利，亏损总额达到1771亿元。今年
首次上榜的美团点评居亏损榜首位，
亏损额接近1155亿元。去年新上
榜的爱奇艺，亏损额达到94亿元。

在利润率最高的40家上市公
司中，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由
去年的第四位跃居榜首，利润率高
达45.6%。首次上榜的中通快递以
24.9%的利润率进入利润率榜。其
中值得关注的一点：在净利润率最
高的这40家公司中，商业银行占据
了21家。

此外，记者梳理发现，2019《财
富》中国500强排行榜上榜四川企
业包括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宜宾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路桥建
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蓝光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宜宾天
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底捞国际
控股有限公司9家。

与去年排序相比，今年四川长虹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由去年的98名下
降为113名；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

司由去年的126名下降为131名；宜宾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由去年的247
名上升为225名；四川路桥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由去年的230名上升
为226名；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由去年的302名上升为283名；东
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由去年的243
名下降为286名；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由去年的281名下降为304名；宜宾
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由去年的465
名上升为451名。从四川简阳起家的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次上榜，
排名第482名。

42 家公司新上榜、重新上榜 9家川企上榜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86名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304名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51名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482名

9家川企上榜

按揭30年基准利率，4.9%不变

房贷利率上浮10%

月供5609元，还款总额201.9万元

房贷利率上浮15%

月供5957.7元，还款总额为207.3万元

如果贷款100万元（等额本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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