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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峰科技：用好两种融资推动科技创新

截至目前已经有13省份明确房贷利率下限——

“新版”房贷利率将总体保持平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本版编辑 温宝臣

□ 本报记者 周 琳

□ 不论是央行要求的加点底线，还是地方确定的加点下限，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未来还

将根据房地产市场供需变化和LPR波动情况，调整个人住房贷款利率的加点下限。

□ 对于此次新旧房贷利率的切换，多数购房者均淡定以对，近期并没有出现大量“突击”购房贷款的现象。

在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展
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正是一台直径 100
英寸的高清晰“电视”，别看“电视”很
大，但播放的节目却连一根头发丝都清
晰可见。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共事
务部总监梁荣介绍说，这台特殊的“电
视”其实是价值数万元的高清激光投影
仪，由于分辨率高，投影到屏幕的清晰
度与电视不相上下，但体积却远远小于
电视。

光峰科技是一家拥有原创技术、核
心专利、核心器件研发制造能力的激光
显示科技企业。

如果说科技创新让光峰科技在激光
投影行业越走越远，登陆科创板则让光
峰科技的创新如虎添翼。

深圳光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CEO薄
连明表示，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拟募集资
金10亿元，除3.33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外，公司拟将 4 亿多元用于购置研发
设备、支付研发人员工资，科技创新领
域投入占比为67.19%。公司补充流动资
金拟重点布局科技创新领域，包括但不

限于加强研发人员招募工作，加强研发
机构软硬件建设等方向。

在具体投向上，光峰科技拟投向科
技创新领域的募集资金合计约 4.48 亿
元，主要包括“新一代激光显示产品研
发 及 产 业 化 项 目 ” 中 研 发 设 备 投 入
1339.11 万元、研发支出约 1.76 亿元，
以及“光峰科技总部研发中心项目”中
的设备购置费 1.22 亿元、研发费用约
1.37亿元。

薄连明表示，公司未来将在先进的
自主技术、强大的专利体系和领先的产
品应用等基础上，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建设领先的研发平台，打造强大的人才
队伍，不断推动技术升级发展。

具体来看，光峰科技将以本次发行
上市为新的发展契机，结合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建设，整合公司现有研发、技
术、管理、渠道、供应链等资源优势，
进一步深化公司在激光显示领域的业务
布局，推动公司“两点一线加两翼”产
品战略落地生根。同时，完善开拓公司
在激光显示领域的纵深布局，以荧光激
光光源放映解决方案为基础，以激光电

视系列产品为推动，以激光商教、工程
投影系列产品为拓展，完善公司自有品
牌产品体系，拓宽海内外营销渠道，提
升公司品牌影响力，积极面对国内外竞
争对手的挑战。

科技创新类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并
不鲜见，但光峰科技却凭借实力主动借
助两种融资方式发展壮大。

除了在科创板直接融资，光峰科技
还不遗余力与商业银行建立良好的合
作，力争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条
腿”走路。

中信银行深圳分行公司银行部总经
理潘晓延介绍，光峰科技是一家高新技
术企业，核心产品技术含量很高，这也
意味着其必须有大量资金持续投入到研
发中去。前几年，光峰就面临着研发投
入大于产出，资产负债率居高不下，净
利润为负的问题。从2014年授信300万
元到 2017 年授信 1.4 亿元，中信银行支
持光峰科技的授信额度逐步扩大。同
时，光峰将研发成果成功投向市场之
后，企业也快速发展起来，成为激光显
示应用领域的佼佼者，取得了可喜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潘晓延介绍，2019年中信银行给予

光峰集团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1.1 亿
元，期限 1 年。目前的授信品种丰富，
除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国内信用证、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商票保贴、商票贴
现等常见种类外，还有知识产权质押、
中影巴克股权质押。

“如果说登陆科创板为光峰科技打开
了一条直接融资通道，那么这些年与中
信银行等商业银行的合作，也以稳健的
间接融资方式，帮助企业推动科技创
新，两种融资方式各有特点，关键是企
业要适时地用好用足。”薄连明表示，推
出科创板是中国资本市场里程碑式的事
件，展现了我国将大力发展科研，推动
科技发展的决心。

“科创板对于掌握原创技术、拥有
成功商业模式的创新型科技公司极具吸
引力。科创板的推出将给国内高技术、
高成长的创新企业带来更多展示机会，
也为科创类企业快捷募集资金、快速推
进科研成果资本化带来便利。”薄连
明说。

10 月 8 日，将是新旧房贷利率的
切换时点。日前，经济日报记者从相关
人士处了解到，已有超过 13 个省份部
署了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定价基准转化工
作，明确了新版房贷利率浮动下限。

8 月 25 日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公 告
（2019）第16号明确，新发放商业性个人
住房贷款利率以最近一个月相应期限的
贷款基础利率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这
也被市场称作房贷利率“换锚”。

与LPR改革前水平大体一致

记者了解到，北京地区房贷利率
“换锚”后的利率下限为：首套房利率
不低于 LPR 加 55 个基点，二套房不低
于LPR加105个基点。

按照8月20日央行首次公布的5年
期以上 LPR 计算，北京地区新版房贷
浮动下限将为首套房 5.4%、二套房
5.9%。各家银行将在此基础上加点形
成自己的房贷利率。

“10 月 8 日起，执行上述浮动下
限，北京房贷利率水平与改革前大体一
致。”一位国有大行房贷处负责人告诉
记者，此次改革之前，北京首套房利率
为基准利率 （4.9%） 上浮 10%，二套
房上浮20%。

目前，江苏南京、苏州两地的“新
版”房贷利率也已出炉。一家国有大行
工作人员介绍，该行南京地区首套房利
率为在 LPR 基础上加 80 个基点，二套
房加 105 个基点；苏州首套房至少加
120个基点，二套房加 150个基点。相
比之下，在改革之前，苏州首套房贷款
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25%，二套房为上
浮 30%，“换锚”之后，总体上与之前
大致相当。

在深圳，招商银行首套房利率为
LPR基础上加 30个基点，二套房加 60
个基点。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央行要求的
加点底线，还是地方确定的加点下限，
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记者从相关部门了
解到，未来还将根据房地产市场供需变
化和 LPR 波动情况，调整个人住房贷
款利率的加点下限。

利率调整因城施策

目前市场普遍预期，未来 LPR 会
有一定程度的向下浮动空间，这是否意
味着房贷利率也会一路走低？

相关人士认为，如果 LPR 调整了
但加点水平保持不变，那么房贷利率确那么房贷利率确

实有可能发生变化，他同时强调，当前
房地产调控强调因城施策，各地供需状
况有所区别，当地的市场利率定价自律
机制在房贷利率定价中会发挥重要
作用。

比如，个别城市因为 LPR 调整导
致房贷利率变化，进而使得当地房地产
市场供需矛盾突出，那么，定价自律机
制就会对当地市场利率进行指导，利率
下限可能会调整得相对频繁，如一两个
月就调整一次，以保持当地房地产市场
的基本稳定。

今年 8 月 20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
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中国人民银
行副行长刘国强就表示：“有一点是肯
定的，房贷的利率不下降。”对于房地
产市场，要坚决贯彻落实 7 月 30 日中
央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落实房
地产长效管理机制，不将房地产作为短
期刺激经济的手段，确保差别化住房信
贷政策有效实施，保持个人住房贷款利
率基本稳定。

对于大家普遍关心的存量房贷利率
如何“换锚”的问题。目前，按照人民
银行公告 （2019） 第 16 号要求，存量
贷款的利率仍按原合同约定执行。但据
相关人士表示，存量贷款“换锚”相关
政策正在研究中，但有一个基本原则，
即保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

距离 10 月 8 日越来越近，各家银
行也在紧锣密鼓地为“换锚”做准备，
主要包括贷款合同修订、系统改造升
级、员工培训等。

“目前工行相关工作已经基本准备
就绪。”中国工商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
副总经理任西明介绍，工行内部已经印
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应用的意见，以指导各个分行的相关工
作。在制度层面，对个人贷款管理办法
中利率条款的修订工作也正在推进，预
计这部分工作将在9月中下旬完成；在
系统改造方面，目前工行正在进行系统
测试，9 月中下旬就能支持房贷选择
LPR定价的准备工作。

中国建设银行住房金融与个人信贷
部副总经理黄有纲介绍，建行正加紧推
进业务系统改造，并已指导分行做好
LPR 利率转换准备工作。目前，建行
正在研究房贷利率调整方式、加点数值
等实施细节。同时，对新发放商业性个
人住房贷款业务合同的利率等相关条款

进行修订。
“9 月 20 日左右，建行系统可以完

成升级。”黄有纲表示，在人员培训方
面，建行已启动各级业务培训，帮助一
线业务人员和业务管理人员尽快熟悉新
的管理规定、业务办理流程和系统操作
方法。同时，建行研究梳理了相关政策
和客户的问答题库等，已经完成了政策
过渡期间客户答疑工作的准备，以保障
10月8日平稳切换。

购房者淡定以对

记者走访北京多家房屋中介机构了
解到，对于此次新旧房贷利率的切换，
多数购房者均淡定以对，近期并没有出
现大量购房者“突击”贷款的现象。

一位房屋中介机构的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多数购房者目前已经知道房贷利
率近期会有变化，但在了解了相关政策
后，均认为这对其购房成本的影响比较
小，也并不着急。

对于部分在新政过渡期，也就是新
政发布后到 10 月 8 日之前，购房并申
请房贷的购房者来说，情况则在各家银
行有所差异。

部分银行基层人员表示，目前过渡
期内房贷利率执行的个别细节问题仍待
细化。如新利率执行日期到底是以银行
签约合同为准，还是以客户购房合同为
准，这些细节尚未明确。因此，各银行
目前在按照各自的情况，自行决定以哪

个时间节点为准。
据融360大数据研究院的监测数据

显示，目前广州、深圳等地的部分银
行，已经对新增房贷业务采用 LPR 进
行利率报价，已受理房贷申请但未获批
的，用户可以在以基准利率为定价基准
的老合同和以 LPR 为定价基准的新合
同之间进行选择。

相关人士也明确表示，在 10 月 8
日之前，签订商业性住房贷款的合同中
可以选择基准利率作为定价基准。如果
部分银行已经准备就绪，在和借款人协
商一致后，可以选择按照 LPR 加点方
式来确定贷款利率。

中国银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中国银行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已按照基准利率方式签订借款合同但未已按照基准利率方式签订借款合同但未
发放的贷款发放的贷款，，按已签订的合同约定执按已签订的合同约定执
行行。。如客户确需调整定价方式如客户确需调整定价方式，，需废除需废除
原申请原申请，，重新发起审批并签订新合同重新发起审批并签订新合同，，
但相关流程需要一段时间但相关流程需要一段时间。。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
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
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都江堰大道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51010139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56
批准成立日期：2012年06月28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都江堰大道 88 号、90 号
一楼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7日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阳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251010199
许可证流水号：00706359
批准成立日期：1991年08月09日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简阳市雄州大道南段619号、621号、
623号、625号、627号、629号、631号、633号、635号
发证日期：2019年09月10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四川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9月16日，今年以来的第二次全面降准落地，释放长
期资金约8000亿元。中国人民银行16日公告称，银行体
系流动性总量处于较高水平，可吸收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
素的影响，今日不开展逆回购操作。

9月6日，央行决定从9月16日起全面下调金融机构
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
社会融资成本。

此次降准是央行 2019年以来第三次降准，也是第二
次全面降准。今年 1 月份，央行宣布全面降准 1 个百分
点；5 月份，央行决定对聚焦当地、服务县域的中小银
行，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

此次全面降准落地，资金面已有所反应。银行间市场
回购定盘利率 16 日全线下跌。其中，FR001 下跌 3 个基
点，报 2.35%；FR007跌 4个基点，报 2.66%；FR014跌
25 个 基 点 ， 报 2.65% 。 银 银 间 回 购 定 盘 利 率 方 面 ，
FDR001 跌 4 个基点，报 2.33%；FDR007 跌 3 个基点，
报2.62%；FDR014跌5个基点，报2.59%。

为促进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社会
融资实际成本，在全面降准之后，央行还将实施定向降
准，即额外对仅在省级行政区域内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定
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于10月15日和11月15
日分两次实施到位，每次下调0.5个百分点。

中信证券研报认为，定向降准选择省内经营城商行，
有助于实现流动性精准投放,引导区域性银行聚焦当地经
济发展。

由于此次降准与9月中旬税期形成对冲，银行体系流
动性总量仍将保持基本稳定。因此，此次降准并非大水漫
灌，稳健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

“实施降准是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体现。
对金融市场而言，降准有利于改善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格
局，巩固季末货币市场平稳运行局面。”分析人士认为，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与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市场化改
革一起成为央行进行调控的主要工具。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下一
步，应通过宏观审慎评估等手段，促使降准释放的流动性
更精准地进入实体企业；以改革完善 LPR 形成机制为核
心，推进和深化利率市场化；继续加大对金融机构正向激
励，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在降准实施后，央行将如何开展公开市场操作特别是
如何应对到期中期借贷便利 （MLF） 备受市场关注。数
据显示，9 月下半月，公开市场有 2300 亿元央行逆回购
和2650亿元MLF均在本周到期，单周到期量为近两个月
新高。

释放长期资金约8000亿元——

全面降准落地资金价格有所回落
本报记者 姚 进

本报讯 记者刘兴、通讯员孙杰报道：在推进精准扶贫
工作中，江西省崇仁县将农村产业发展、扶贫开发、农民增
收与光伏应用有效结合，实现扶贫开发由“输血式”向“造血
式”转变。

为切实解决贫困户发展光伏产业资金短缺难题，崇仁
县采取“政府补助、银行支持、贫困户自愿、多方投入”模式，
由政府整合有关项目资金，给予每户1万元的资金补贴，同
时通过省级产业扶贫资金为每户贫困户担保贷款 2.5 万
元。在此基础上，县银保监部门协调县农商银行向全县143
个光伏扶贫合作社发放“光伏产业扶贫贷款”3428万元。

以崇仁县白陂乡赵家村顶发新莲光伏合作社为例，该
合作社光伏发电项目总面积 2200 平方米，总投资 66.5 万
元，总装机容量 95 千瓦，自 2017 年并网发电以来，累计收
益约30万元，除去银行贷款还贷、电站维护运行费、公益性
岗位等费用，合作社每户每年可获收益3000元。目前，崇
仁县光伏扶贫项目屋顶光伏发电系统使用面积已达69090
平方米，规模6.905兆瓦，有效增加了贫困户收入。

政府补助、银行支持

江西崇仁光伏发电助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