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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从多个渠道了
解到，9 月 15 日起， 工行、农
行、中行、建行、交通银行和邮
储银行等六大国有银行调整
了个人存款利率，包括活期存
款和定期存款在内的多个品
种利率有不同幅度的微调，降
幅普遍在 10—15 个基点。 紧
接着，多家股份制银行也跟进
了这一动作。 这是继今年 4 月
个人存款利率下调以来的又
一次调降。
通俗地讲，存款利率下调，
意味着钱存银行所带来的收益
减少， 会一定程度上促进资金
流向消费和其它投资渠道。 围
绕着存款利率的下调， 一时间
成为线上线下热议的话题。 它
将多大程度上影响老百姓的投
资理财， 同时会给大家的生活
带来哪些影响呢？ 就此话题，记
者进行了多方探访。

银行再度下调
个人存款利率
继今年 4 月，几大国有银行和大部
分股份制银行下调定期存款和大额存
单利率之后， 几大国有行 9 月 15 日再
度下调了个人存款利率。
记者在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建设
银行 APP 公布的存款利率表上看到，9
月 15 日，3 个月、6 个月、1 年期、2 年期、
5 年期整存整取利率分别为 1.25%、
1.45%、1.65%、2.15%、2.65%，均下降 10 个
基点；3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为 2.60%，下
调 15 个基点。
记者咨询一家国有大行的理财经
理了解到，9 月 15 日，3 个月、半年、1 年
期、2 年期、5 年期的定期存款年利率下
调了 10 个基点；3 年期定期存款挂牌利
率下调 15 个基点。 此外，几大国有银行
挂牌的活期储蓄存款挂牌利率下调 5
个基点至 0.25%，同时，零存整取、整存
零取、 存本取息存款挂牌利率下调 10
个基点。
不过记者注意到，也有银行在手机
银行 APP 上给出提示称， 实际利率可
上浮，将根据客户存款和单笔购买金额
等情况给予专属的优惠利率，建议客户
以实际交易利率为准。
除了国有银行，中信银行、光大
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浦发银
行、广发银行、华夏银行、恒丰银行等
8 家股份制银行也宣布下调存款利
率， 活期存款利率普遍下调 5 个基
点， 各类定期存款产品下调幅度在
10—50 个基点不等。

存款利率下调
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
居民储蓄热情
仍较高涨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居民存款利率为
何多次下调？ 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理财
经理告诉记者，一方面，银行主要参考以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代表的债券市场利
率和以 1 年期 LPR 为代表的贷款市场
利率，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 因此，在 8
月 22 日 1 年期 LPR 下调 0.05 个百分点
的情况下，存款利率同步下调。 另一方面，
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客观上也需要降低企
业融资成本。 只有存款利率下调了，银行
成本下降， 贷款利率的下调才有更大空
间。
有分析人士称，当前央行实行稳健的
货币政策，仍存在适度宽松的可能性。 所
以，存款利率仍有继续下降的可能。
“虽然定期存款的利率数次下调，
但是我们网点存定期的客户并不少。 ”
工行一名客户经理告诉记者， 不少客
户觉得目前没有特别好的投资渠道，
仍会稳字当头， 首要考虑把钱放在银
行存定期。
光大银行一名理财经理也表示，存款
利率降低以后，目前定期存款客户并没有
相应的减少，
“
对于低风险承受能力的客
户来说，购买保本保息的存款产品已成为
他们的投资习惯。 ”
这名理财经理建议， 投资者可以
多元配置相关性较低的资产， 分散降
低单一资产对整体资产的影响。 此外，
坚持长期投资的方式， 帮助提升获利
的概率， 也可以在复利的力量下加快
资产的增长速度。

是否提前还房贷
要具体分析
存款利率下调对楼市将带来哪
些影响？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首席
分析师王小嫱认为， 存款利率的下
调，意味着钱存在银行的收益会进一
步降低，这在理论上会倒逼储户寻找
其他的投资渠道，会在一定程度上促
使资金进入实体经济，进而促进实体
经济的发展。 除实体经济外，买房也
是一部分人的选择，但在
“
房住不炒”
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当前楼市走势仍
不太明朗的情况下，会有多少增量资
金进入楼市，仍需要后续观察。 她认
为，此次存款利率的下调，对楼市的
影响可能不会太大。
王小嫱表示，近期，提前还房贷
的话题也比较热，但购房者是否真的
需要提前偿还一部分甚至结清房贷，
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要结
合自身的情况综合决定。 首先，要看
当时签贷款合同约定的还款方式。一
般而言，等额本金比等额本息更适合
提前还款；其次，要看房贷月供在家
庭收入中的占比， 如果月供占比过
高，可考虑提前还款；再次，要判断当
前是否有更可靠的投资渠道，如果没
有安全可靠的投资渠道，可以优先考
虑提前还贷。 总体来看，目前经济还
处在稳增长期，各行各业存在一定的
经营压力，在居民存款利率下调的背
景下， 如果没有更好的投资渠道，同
时房贷月供占比过高，这一部分群体
是可以考虑提前还贷的。

对资本市场
利好有限
多家银行下调个人存款利率，反映
到资本市场，A 股银行板块也迎来实质
性利好， 银行股 9 月 15 日迎来普涨行
情，该板块当天上涨 1.08%，而上证当天
下跌 1.16%， 在 A 股全面回调的背景
下，银行股逆势上涨，或多或少也受到
消息的刺激。
但从一个中周期来看，银行板块目
前仍处于筑底阶段，在 LPR 下行、新增
的 3000 亿元政策性金融工具、5000 亿
元专项债限额等稳增长政策继续发力，
地产风险不断缓释的推动下，市场普遍
关心的是，此次存款利率下调，是否会
实质性利好银行板块， 并让 A 股走出
当前阶段性调整的低迷状态？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经
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
员盘和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 A
股来说，银行存款利率下调，意味着固
定收益类产品收益下降，客观上会让资
金向权益投资流动， 所以的确利好 A
股。 但由于当前 A 股受到内外部宏观
面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美联储激进加
息导致海外资本市场不稳， 波及到 A
股， 所以可能短期对于 A 股有一定利
好，但很难体现在股价上。
对于银行股的后市机会，中信证券
银行团队认为， 对于板块投资而言，该
团队认为当前板块估值底部确立，建议
是静待经济预期修复和风险预期明朗
（据极目新闻）
后的投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