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贷款合同中的贷款期限条款填写。如果合同丢失
或做过贷款期限变更，可通过手机银行或联系贷款经
理查询，或者到网点查询

贷款期限

首次还款
日期

按照实际发生首次还款的时间填写，注意与贷款发放
日区分

贷款合同
编号

纸质版借款合同上的编号不一定就是报税所需贷款合
同编号，最好问清楚经办银行

贷款银行 填报商业贷款时：“贷款银行”不需要填写具体经办行；
填报住房公积金贷款时：不需填写“贷款银行”

贷款类型
填写“商业贷款”或“住房公积金贷款”；
属于组合贷款的，分两行分别填写“商业贷款”和“住房
公积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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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个人住房贷款利息支出部分，
需要填报的可能包括房屋地址、证书
类型、证书号码、贷款类型、贷款银
行、贷款合同编号、首次还款日期、贷
款期限等信息。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上述信息，
每家银行规定不尽相同，最准确的途
径就是咨询经办银行。

尤其是，报税所需贷款合同编
号，有的银行就是纸质版借款合同上
的编号，但有的银行则不是。工行广
州在其公众号就提醒道，贷款合同编
号并非纸质合同编号，目前需与贷款
经办行联系查询。

农行广州分行也提醒，个人房贷
纸质合同的编号不一定就是贷款合
同编号，需与贷款经办行联系查询。

农行总行正在开发手机银行上的贷
款合同号查询功能。交行也建议，如
果开了手机银行，客户可通过手机银
行查询合同号，也可联系经办行客户
经理查询。

招行、建行则表示，贷款合同编
号可通过电子渠道查询到，或者贷款
合同封面列示的合同号。

合同丢失或做过贷款期限变更
怎么办？多家银行表示，可通过手机
银行查询相关贷款内容，或者联系贷
款经办行客户经理查询。

对住房公积金贷款申报信息的填
写规则及首套住房贷款认定标准，银
行方面建议与办理贷款的公积金管理
中心确认，组合贷款则最好分别与办
理贷款的公积金中心及经办银行确认。

贷款合同编号不一定是纸质合同上的编号！

房贷利息抵税
你填对了吗？

《个人所得税
专项附加扣除暂
行办法》已经于1
月 1 日起正式实
施。最近，很多人
都在忙着填报专
项 附 加 扣 除 内
容。记者昨日从
银行了解到，贷款
合同编号不一定
是纸质合同上的
编号，相关银行
信息，每家银行不
尽相同，最准确的
途径就是咨询经
办银行。 广日

咨询经办银行最准确

最近，不少市民向记者提出问
题，几乎都是针对房贷利息抵税的。

市民李小姐称，自己的贷款合同
不知道放哪了，也就不知道贷款合同
编号、首次还款时间。

市民王小姐则告诉记者，“贷

款合同编号一项，我拿起纸质合
同封面一看，竟然有两个编号，也
不知道哪一个才正确；还有首次
还款时间，合同上和手机银行一
直查不到。咨询当时经办的贷款
经理才弄明白。”

贷款合同竟有俩编号

楼市
观察

一个月内9城楼市政策微调

楼市进入“换挡期”
从全国楼市整体严控换挡到“因城施策、分类指导”

近日，山东菏泽取消一二手房限售的举动被市场解读为打响楼市松绑
第一枪，在菏泽之后，陆续又有不少地方楼市政策出现微调，楼市是否会再
现调控松紧循环以及2019年楼市走向成为热点关注。

业内人士指出，2019年楼市将进入“换挡期”，从全国楼市整体严控换挡
到“因城施策、分类指导”就是换挡的重要政策体现，与此同步的是信贷政
策、调控节奏将在不同城市表现出地区化差异性，换挡并不代表楼市会出现
大波动，相反会保证全国楼市整体更为“平稳化”发展。 澎湃

据统计，自2018年12月18日山东
菏泽明确取消一二手房限售后，一个月
内，包括深圳、广州、珠海、上海、衡阳、
青岛等9地先后出现楼市微调迹象。

其中，珠海允许非珠海市户籍人
才购房缴纳社保降至1-12个月。广
州则明确自2019年1月1日起，可用
公积金在毗邻城市购买首套房。

深圳和上海等一线城市的首套房
贷利率出现调整。

青岛高新区则于1月3日宣布暂

停执行公证摇号售房的规定。
湖南省衡阳市政府则在公布“暂

停商品房限价”规定的一天时间后决
定撤销前述文件。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
为，房地产政策最严格的时期已经过
去。2019年，全国可能出现一轮起码
30城以上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微调潮，
这也标志着本轮楼市调控全面见底。
其指出，对于二三线城市来说，除了信
贷政策，其他政策都有可能调整。

“房产政策最严格时期已过去”

按照中原地产研究中心数据，
2018年全年房地产调控合计450次，
刷新历史纪录，同比 2017 年上涨
75%。2018年也成为历史房地产调控
政策最密集的年份。

也正是在全国各地频繁升级调控
政策，限购、限贷、限售等多重限制下，
房地产市场从之前的高温逐渐退烧。

2018年12月，全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工作会议提出，要将“稳地价稳房价

稳预期”作为调控主要目标，维稳仍是
2019年楼市政策基调。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分析师张波
认为，2019年楼市将进入“换挡期”，从
全国楼市整体严控换挡到“因城施策、
分类指导”就是换挡的重要政策体现，
与此同步的是信贷政策、调控节奏将在
不同城市表现出地区化差异性，换挡并
不代表楼市会出现大波动，相反会保证
全国楼市整体更为“平稳化”发展。

全国楼市会更为平稳发展

退市4年半后重回A股
2018年12月27日晚间，ST长油公告称，

公司股票将于2019年1月8日在上交所重新上
市交易，股票简称为“ST长油”，股票代码为
601975。重新上市首日，股票价格不设涨跌幅
限制；次日起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5%。

公开资料显示，长航油运成立于1993年，
主营业务为沿海和国际航线石油运输业务，
1997年6月在上交所上市。2014年6月5日，
因连续四年亏损，根据相关法规，于2014年6
月5日从A股退市，股价仅为0.70元。

2015年开始，长油破产重整。财务数据显
示，2015年-2017年期间，公司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54.79亿元、57.81亿元和37.29亿元，归母
股净利润为6.28亿元、5.6亿元和4.11亿元。

因业绩表现良好，2018年11月2日，上交
所决定同意长航油运股票重新上市申请。

截至2018年9月30日，ST长油资产总额
79.02亿元，负债总额41.69亿元；2018年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90亿元，归母净利润
2.20亿元。

徐翔家族躺赚5478万
截至2018年12月28日，ST长油股东总

数为118929户。
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

公司，实控人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最终控
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在长油航运退市
整理期，徐翔家族抄底买入该股。在长油航运
2014年半年报中，徐翔、郑素贞、徐柏良、应莹
四人出现在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分列6-9位，
各自持股550万股。

数据库显示，长油航运退市整理期30个
交易日（2014年4月21日-2014年6月4日）的
成交均价为0.82元/股。以此计算，徐翔等四
人入股成本约为 1804万元，以昨日收盘价
3.31/股的股价计算，徐翔家族的2200万股持
股，到现在已账面浮盈5478万元。不过，徐翔
家人及徐翔父母名下的银行账户和资产，以及
股权和房产都被查封和冻结，这笔浮盈并没有
实质意义。目前，徐翔家族已经退出了长油航
运前10大股东名单。

连续两个交易日的反
弹未能延续，昨日A股弱势
盘整，沪深股指小幅收跌，
行业板块告跌数量居多。
昨日，A股全天呈现横盘窄
幅震荡态势，盘中仅供气供
热板块持续性较好，其他多
数冲高回落，市场整体跌多
涨少。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收 报
2526.46点，跌0.26%，成交额
1234 亿 。 深 成 指 收 报
7391.65点，跌0.12%，成交额
1764 亿 。 创 业 板 指 收 报
1263.51点，跌0.36%，成交额
548亿。

沪深两市超过2000只个

股收跌，明显多于上涨数量。
不计算ST个股，两市40多只
个股涨停。

盘面上，行业板块跌多涨
少，供气供热、运输设备、交通
设施等板块涨幅居前；船舶、
航空、酒店餐饮、保险等板块
跌幅居前。

供气供热板块表现活跃，
贵州燃气、新疆火炬等个股涨
停，大通燃气、新疆浩源、长春
燃气等个股涨超6%。

概念板块涨跌不一，燃料
电池、东亚自贸、小米概念等
板块涨幅居前；黄金概念、全
息概念、稀缺概念等板块跌幅
居前。 综合

A股反弹未能延续，沪深股指小幅收跌

供气供热板块活跃

退市复活第一股 回A首日透心凉
ST长油昨日开盘暴跌34.8%，盘中两次临停，上交所提示交易风险

退市重新上市第一股
ST长油昨日迎来首个交易
日，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
集合竞价阶段，ST 长油持
续下挫，以34.80%的跌幅开
盘，据上交所发布的临时停
牌公告，该股因交易异常波
动，自 9 时 31 分被交易所
临停。10 时 01 分恢复交
易后，再度被上交所临停。
截至10时03分，ST长油报
价3.37元，跌幅21.81%，此
次停牌时间持续至14时57
分。截至昨日收盘，ST 长
油 报 价 3.31 元 ，跌 幅
23.2%。

上交所发布关于ST长
油重新上市首日交易情况
的说明称，ST 长油今起涨
跌幅限制恢复为 5%，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操作风险，审
慎决策理性投资。 中新

昨
日
市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