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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还清首套房贷就能首付三
成买第二套，还可能享受到利率优
惠。随着央行房贷新政的落地，这一
政策刺激了很多有改善型需求的购
房者提前还贷，以便在再次购房时享
受首套房的贷款政策。记者从多家
银行了解到，近期咨询申请提前还房
贷的顾客多了不少。理财专家提醒，
对于不同的人，是否提前还房贷，要
视具体情况而定。

首套房新政实施，燃起了不少有
改善需求市民的购房欲望。记者从
多家银行获悉，最近咨询和提前还贷
的客户明显增多。一家股份制银行
信贷部相关人士说，他每天都要接到
好几个朋友的咨询电话。提前还贷
的主要是想低首付买二套房的改善
性客户，包括部分投资者。

有提前还贷打算的吴小姐告诉
记者，2009年买了第一套房子，当时
向银行申请了70万的按揭贷款，利
率享受7折优惠，为4.585%，共贷款
30年，使用的是每月等额本息还款
方式。“一直没有提前还款，是因为相
比目前的利率，当时的房贷确实便
宜。但我们最近想买多一套学位房，
正在看房子房贷新政就下来了，那是
否要把贷款现还清，再买第二套房

呢？”吴小姐有点为难地表示。
案例1：提前还贷反而多付数十

万利息 对吴小姐的情况，融360信
贷专家徐瑾给记者算了两笔账：

假设吴小姐购买第二套房的总
价是200万元，如不提前还款，按二
套房政策购买，首付7成，利率为基准
1.1倍，30年，利率为7.2%。购房需
首付140万元，贷款60万元，30年共
需支付利息约86.8万元。此外，仍需
支付首套房25年利息43.3万元。故
吴小姐需一次性支付现金140万元，
以后支付利息130.1万元（即第二套
的86.8万元+第一套的43.3万元）。

如果是提前还清贷款余额，再购
房按首套认定，需首付3成，按照内
资银行当前最低房贷利率为9.5折
计算，贷款30年，利率为6.22%，吴
小姐需要还贷款64万。另外，购买
新房需要首付款60万元，之后要支
付利息169.3万元。故吴小姐需一
次性支付现金 124 万（64 万+60
万），以后支付利息169.3万元。

“虽然提前还贷使用到的现金比
不提前还贷少了 16 万元（140-
124），但利息却要多付39.2万利息
（169.3-130.1），这还不包括因提前
还款可能产生的违约费用。”徐瑾指

出，这么一对比，可见在这种情况下
提前还款并不划算。

案例2：贷款余额较少可考虑提
前还贷 某股份制银行理财经理表
示，如果手头资金有限，而之前的房
贷余额也剩下不多，这种情况当然首
选提前还贷。该理财经理举例，假设
某先生已有一套70多平方米的两居
室，尚有10万元房贷未结清，而手头
已有了五六十万元的积蓄，打算再买
套100多平方米的三居室。按之前

的限贷政策，二套房要首付七成，他
的积蓄根本不够付首付。现在只要
花10万元把首套房贷结清，再买房
只要首付三成，他正好钱够用。

徐瑾表示，通过提前还贷，来享
受央行新政，对贷款余额较少的购房
者比较合适。因为贷款余额越少，用
户支付现金也越少。“可以说，用户需
支付现金越接近新房7成首付金额
（案例中140万），越不划算。”徐瑾
说。 （据广州日报）

房贷新政实施后

提前还贷者明显增加
理财专家：余额较少可考虑

南国都市报10月 27日讯（记
者 聂元剑）去年淘宝“双十一”交易
额突破350亿元，刷新了中国网络购
物的新记录。今年“双十一”即将临
近，在网上，天猫、京东、苏宁等各大
电商争打“特价双十一”销售，海口
多家快递公司出万元月薪急招快递
员迎送货高峰。

现在离“双十一”只有10多天的
时间，记者在网上看到，天猫、京东、
苏宁等各大电商打出各种优惠销售
措施来争夺网络购物的“剁手族”
（指网上购物花费大量金钱，回头一
看账单懊恼不已，自嘲要剁手。通
常是指职场的白领一族。），各种商
品的优惠预售活动纷纷开始……

记者随后采访海口各快递公司
发现，随着“双十一”来临，海口各快
递公司正在准备由此到来的送货高
峰，开始“招兵买马”，不少公司打出
了万元工资招收快递员的广告。

“赶集网”、“58同城网”、“前程
无忧网”等等是各公司网上招聘员
工的重点地方，记者今天在“赶集
网”看到，海口一些快递公司打出的
招聘信息就多达数十条。

记者在这些信息中看到，一般
情况下，招聘快递员的工资在2000
元至3000元左右。然而这段时间行
情比较紧张，招聘的工资比平时高
了许多，不少公司招聘月薪为5000
元至8000元，还有几家公司开出了

月薪8000元至12000元。
记者随即采访了几家招聘快递员

的公司。一家公司的工作人员对记者
说：“由于快递员的工资是‘底薪+提
成’，即使这段时间的工资很高，许多
人还是担心送货量大，工作会很累。”

今天上午，记者采访了在海口
龙昆南路一家快递公司工作了一年
多的快递员小陈。小陈是90后，高
中毕业后即到这里工作。

记者问：“ ‘ 双 十 一 ’ 快 到
了，送货量会大大增加，工资也应
该不少吧？”

小陈说：“去年从11月11日开
始，每天送货量大增，从早上6点多
钟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都难以

休息。‘双十一’是累点，但送货员挣
得也多，当月我们不少送货员的工
资轻松过万元。”

据小陈表示，“双十一”期间快递
员的工作虽然相当累，但能拿到过万
元的工资，他们都觉得值。这段时
间，每个快递员每小时可以送出15至
20个邮件。如果递送的邮件比较集
中，如同在一个写字楼内，递送速度
还要快得多，每小时可送20至30个。

小陈说，这段时间，几乎每家快递
公司都出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快递员不
够用。因此，快递公司都在招收快递
员，招聘的条件比平时优厚很多。“我的
不少朋友看到这么好的招聘条件，都在
考虑辞去原来的工作来应聘。”

大众汽车（中国）召回
部分进口甲壳虫车辆

据新华社北京 10月 27日电
质检总局27日发布消息称，大众汽车
（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将自2015年3
月2日起，召回部分进口甲壳虫车辆。

该公司此次将召回部分进口
2013～2015 年 款 甲 壳 虫 2.0T、
1.4T 和 1.2T 车型（生产日期为
2013年6月13日至2014年7月1
日）。据该公司统计，在中国大陆
地区涉及1516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进口甲壳
虫汽车，由于全景天窗玻璃供应商
制造工艺问题，其中少部分全景天
窗金属外框制造超出公差，导致玻
璃面板承受额外的压力，最终导致
在低温环境下驶过坑穴或路肩石
时，全景天窗玻璃可能破裂。

该公司将为涉及车辆免费更
换合格的全景天窗。如果客户发
现车辆的天窗疑似存在此问题，如
有裂纹等，请立即与大众进口汽车
授权经销商联系，相关授权经销商
将尽快安排为客户的车辆进行检
修，提供相关保障措施。

各大电商网上备战“特价双十一”

海口多家快递公司出万元月薪急招快递员

胡润百富
“最受尊敬企业家”
三亚揭晓

南国都市报10月27日讯（记
者 利声富）每年10月，是胡润百
富榜发布的月份。近日，近50位
中国企业家和国内外商界领袖、
奢侈品品牌高层等300位嘉宾再次
聚首三亚。其中，广受企业家认
可的“最受尊敬企业家”也揭晓。

在当天进行以“中国民营企
业”为主题的峰会上，嘉宾就中
国民营企业的国际化、转型与新
的发展机遇和家族传承三大话题
展开深度探讨。

“最受尊敬企业家”是胡润百
富一年一度颁发的最高规格的奖
项，是对该年度中国企业家影响
力的评估，受到企业家的广泛认
可和媒体的关注。据了解，胡润

“最受尊敬企业家”颁发多年以
来，今年首次在海南举行颁奖盛
典，当晚共颁发了2014终生成就
奖、2014中国最受尊敬企业家、
2014中国年度产业贡献奖、2014
中国青年领袖奖、2014胡润未来
之星、2014企业优秀最佳接班人
等重要奖项。

近年来，随着网络支付方式的
兴起，人们上网订酒店、买机票、挑
出行装备等都越来越离不开网络
支付方式。然而，网络支付在为生
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给个人
银行账户的安全造成了威胁。

近日，经常网上购物的王小姐
找到一家网店承诺购物能返100
元的红包，于是她挑选了一件500
元的毛衣，并询问卖家如何获得红
包。卖家向王小姐发送了一个二
维码并称只要扫描该二维码，就可
以获得红包。王小姐扫描后发现，
红包界面并未出现，于是急忙联系
卖家，可卖家已下线。

不久之后，王小姐发现自己的
银行卡被盗刷，并立即报警。警方
经调查后证实，当时卖家发送的二
维码中含有木马病毒，盗取了王小
姐的银行卡信息。

针对这类情况，理财专家揭示，
不法分子提供的二维码其实是一个

木马病毒的下载地址，病毒被下载
后，潜伏在移动终端后台中运行，持
卡人的信息就悄无声息地被盗取。
因此，平日上网时对于不明来源而
不确定的二维码，最好慎扫。

据悉，由于目前某些中小网站
的安全防护能力较弱，容易遭到黑
客攻击，不少注册用户的用户名和
密码因此泄露。而如果用户的支
付账户设置了相同的用户名和密
码，则极易发生被盗用。

理财专家提醒，有些不法分子
盗用持卡人亲友的社交网络工具
如QQ等，与持卡人聊天，令其放
松警惕。随后索要持卡人信用卡
正反面照片，以此获取足以进行网
络支付的三项重要信息——信用
卡的卡号、有效期和卡片背面末三
位数字，从而盗刷信用卡。

理财专家表示，公共场所的免
费WiFi账号也有可能成为犯罪的
工具。持卡人使用WIFI后，被植

入木马病毒，从而盗取移动终端内
的银行卡信息。除此之外，不法分
子会把正规网站的网址“绑架”到自
己的非法网站上，当持卡人使用其
WiFi网络并输入正确网址时，会跳
转到一个高度仿真的假网站，如进
行网络支付，便导致卡片信息泄露。

据悉，有些打着“低价”“优惠”
等旗号的“钓鱼网站”链接，通过互
联网、短信、聊天工具、社交媒体等
渠道被传播，持卡人一旦输入个人
信息就会被不法分子窃取盗用。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许多不法
分子利用伪基站冒充10086向其
用户发送短信链接并要求其下载
客户端。而这些链接其实是“钓鱼
网站”，所下载的客户端实际上是
木马病毒。不法分子利用木马病
毒窃取卡片信息并进行网络购物，
同时将发送到用户手机上的短信
验证码转移到自己的手机上，从而
完成支付。 （据广州日报）

网络支付要小心

免费WiFi或有“李鬼”网站

三亚企业家
与国内房地产名人
共话创富微力量

南国都市报10月27日讯（记
者杨小佳）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深
刻改变了房地产业的营销模式，
越来越多的房企借道移动互联启
动转型。日前，在三亚举办的

“劲霸·创富汇”第二期沙龙上，
本地企业家与国内房地产业内知
名人士同聚一堂共话创富微力
量，企业家们一致认为，微营
销、移动互联网正逐步成为房地
产营销核心发展模式。

来自房地产业内的嘉宾在
“寻找中国创富微力量”大主题
下，分别从“海南房地产如何破
局“、“吸引投资与企业投融
资”、“有利有节的税收优化”三
个话题与三亚企业家展开探讨。
楼市传媒负责人表示，在移动互
联网不断冲击传统行业背景下，
房地产开发企业靠降价分销恶性
吸引购房者的传统营销手段已不
再适用。三亚的购房客户80%来
自岛外，岛外客户要了解三亚，
最为直接和方便的途径就是网
络。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发
展，微营销、移动互联网将逐步
成为地产营销核心发展模式。目
前，房地产销售要解决的问题就
是资源的整合，包括媒体的推送
内容，渠道资源的整合，更好地
实现精准营销、圈层营销。

沪指跌0.51%五连阴

昨 日 截 至 收 盘 ， 沪 指 报
2290.44 点，跌幅 0.51%，成交
1133.80亿元；深成指报7829.33
点，跌幅1.16%，成交量1286.99
亿元；创业板指报1492.01点，涨
幅0.98%，成交294亿元；i100指
数报4123点，涨幅1.46%。

（据新浪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