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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18城19家新店盛大同开

优衣库秋冬展会带来摩登“明日之服”

全国18城19家新店同开
开业期间三重好礼迎顾客

据悉，在优衣库新店开业
限时期间内，注册成为新会员，
即可领取新店120元专享礼券
包1份，其中包含1张单笔消费
满 200元减 20元礼券和 1张
100元指定人气商品立减券。
会员单笔消费满299元，即有
机会获赠限量指定高功能
AIRism舒爽内衣1件；另外，
消费者还可享受UTme！印花
T恤定制服务体验，仅需79元
即可打造中国限定迪士尼图案
专属UT！

2020秋冬“明日之服”
八大新品系列发布

随新店开业，优衣库今年
秋冬的最新系列也已经上市。
双向弹力的“聪明裤”、自带仙
气的“风琴裙”、空气感十足的

“云朵衫”、利落有型的“斯文
衫”和显瘦实穿的灯芯绒系列，
荣登本季五大人气明星产品。

Bottoms裤装系列中的人
气明星产品“聪明裤”，凭借显
高显瘦的剪裁、双向弹力的材
质、百搭风格收获了一众消费
者的喜爱。更有热卖牛仔系
列，保证舒适性的同时提供多
种样式选择：紧身弹力款、修身

窄口款、紧身喇叭款、宽松锥形
款、修身直筒款、宽腿廓形款。
六大版型，六大风格，总有一款
是你的Pick。

Shirts衬衫系列在今年秋
冬全新上市了一款高性能防
皱衬衫，精选高品质面料，方
便打理熨烫，随手即可穿出多
种风格，是许多上班族的不二
之选。

本季，备受关注的优衣库
UT系列继续携手人气IP，推出
多个合作系列：鬼灭之刃合作
UT、米津玄师合作UT、Keith
Haring x 迪士尼合作UT，畅
游世界文化创意。Sweat元气

卫衣系列则囊括艺术及经典热
门系列IP，让消费者穿出个性
风格。

值得一提的是，8月12日，
优衣库在其上海淮海中路全球
旗舰店举办了“明日之服 焕新
未来生活”2020 秋冬新品展
会，并于8月13日至31日，面
向公众开放。现场展示了优衣
库秋冬八大新品系列，以Life-
Wear艺术与科技创新的“明日
之服”启发未来。届时，优衣库
掌上旗舰店也将同步呈现，消
费者足不出户就能“云体验”展
会现场新品预览，轻松获取属
于自己的“明日之服”。

继6月新开8家门店之后，8月14日，优衣库全国将再迎18城19家
新店盛大同开，时隔三年，河南新乡再次迎来了优衣库的入驻。同时，优衣
库秋冬新品全新上市，通过新色彩、新剪裁、新面料，为全家带来焕新穿
搭。以艺术与科技创新的LifeWear“明日之服”，焕新未来美好生活。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余慧

LPR转换迎倒计时 房贷要不要转？
经计算，转换后30年期百万房贷每月至少能省120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徐兵 张利瑶

这几天，房贷族丁先生正在被一个问题困惑——选择固定利率
还是LPR?不过，这个必答题已真正到了抉择时刻。

8月12日，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邮储银行
五家国有大行均发布公告称，将于8月25日起对批量转换范围内的
个人住房贷款，按照相关规则统一调整为LPR定价方式。

这是否意味着固定利率的客户就失去选择权？到底要不要
转？哪种最划算？一系列疑惑摆在房贷一族面前。

不想接受该怎么办？
银行人士：可转回

8月12日，五大行宣布“批
量转换LPR”的消息在朋友圈
炸了锅。随后，不少网友表示已
收到银行的通知，不过他们的
质疑也不少。

家住郑州的丁先生就是其
中一位，由于工作忙以及相关专
业知识缺乏等原因，一直没去了
解LPR转换是怎么回事。当他
看到朋友圈以及微博刷屏此事
时，才晃过神来，要做出选择了。

“我不想转。”丁先生告诉
记者，“当年我买房办的贷款利
率比较低，并且已经还了十来
年了，即使转成LPR，也省不了
多少钱。如果银行批量帮我们
转了，还能转过来吗？”

中国银行郑州某支行贷款
中心李经理表示，对此，其实，
各家银行都有说明，如果符合
条件的客户不想转换，可以跟
贷款银行取得联系，不进行转

换。若因为一些原因被批量转
换的客户，可以于12月31日
前，进行自主转回。记者也注意
到，在各家银行通知公告里确实
都有关于转回的说明。“很方便，
在银行手机APP上就可办理
转回。”他补充说。

另外，记者在采访中也注意
到，在五大行发布“批量转换
LPR”通知之前，不少股份制银
行已发布过批量转换信息，甚至
一些银行已经进行了批量转换。

“我们已经进行了批量转
换。”中信银行一贷款经理告诉
记者，近期，不少客户找我咨询
相关问题，不过了解情况后，很
多客户还是选择转换，并没有
去转回。“从当前利率水平情况
看，转和不转差别并不大，但主
要看未来的利率走势。”她说。

啥是LPR？为何银行要批
量转成LPR?

那么要不要转呢？在搞懂

转不转之前，先要摸清啥是
LPR。

LPR利率是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的简称，由具有代表性的
18家报价行，根据本行对最优
质客户的贷款利率，以公开市
场操作利率（主要指中期借贷
便利利率）加点形成的方式报
价，由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计算得出，为
银行贷款提供定价参考，每月
20号更新。LPR包括1年期和
5年期以上两个品种。

最新一期 LPR 为央行 7
月20日公布的：1年期LPR为
3.85% ，5 年 期 以 上 LPR 为
4.65%。以上LPR在下一次发
布LPR之前有效。从近几个月
走势上看，LPR一直处在下行
中，不过，近四个月LPR一直
未发生改变。

那么，为啥银行催促客户转
换LPR呢？甚至直接批量转换。

上述李经理告诉记者，一
方面是落实中国人民银行
〔2019〕第30号公告，另一方面

也是担心部分客户错过这个转
换机会。并且，统一默认进行调
整，也有利于减少银行的工作
量和双方成本。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要求，
自2020年3月1日起，金融机
构应与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客户
就定价基准转换条款进行协
商，将原合同约定的利率定价
方式转换为以LPR为定价基
准加点形成(加点可为负值)，加
点数值在合同剩余期限内固定
不变；也可转换为固定利率。定
价基准只能转换一次，转换之
后不能再次转换。

不过，对于贷款一族来讲，
转换的好处也有很多。最重要
的一点是，未来利率预期是下
滑的，相对更有利一些。

上海迈柯荣信息咨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徐阳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从当前经济形
势来看，疫情后金融环境整体
相对宽松，房贷利率保持在平
稳水平，且总体来看还是有一
定的下行趋势，因此对于短期
内即可还清贷款的客户来说，
选择LPR似乎更具优势。

上述中信银行贷款经理也
表示，三五年内，利率继续下行
的可能性比较大，选择浮动相
对更划算。

“固定利率还款的优势在
于计算方便，包括还款总额以
及每个月还本付息的金额都是
固定的，同时不会受未来外界
因素影响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不过如整体利率环境下跌，固
定利率还款还是会维持相对比
较高的利率，LPR还款方式正
好相反，会随着外部经济环境
浮动。”他解释说。

哪些贷款不参与批量转换
转换后又能省掉多少钱？

记者注意到，并非所有贷
款都可以参与此次LPR转换。
此次公告中，各家银行也明确

了批量转换的范围：2020年1
月1日前已发放的和已签订合
同但未发放，同时在批量转换
日之前还没有进行主动转换的
存量浮动利率贷款。

同时，各银行也列出了不
参与此次转换的贷款类型，主
要是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和公
积金贴息贷款。

那么，对房贷一族来讲，又
该怎样计算LPR？究竟又能省
多少钱？

“还得看LPR下调情况，
应该每月能减少百十块吧。”上
述银行人士估测说。

那么，咱们看一看，又是一
个怎样的转换公式。转换后的
利率计算方式为“重定价日最
近一期5年期以上LPR+固定
点数”。

举例来说，如果丁先生在
前几年利率较低的时候贷款买
了房，当时与银行签的合同是
基准利率打 8 折，即 4.9%×
0.8=3.92%。那么他的加点值
就是3.92%-4.8%（2019年 12
月 发 布 的 5 年 期 以 上
LPR）=-0.88%，即负 88个基
点。

由于大部分银行规定重
定价日为每年1月1日，所以
最近的参考 LPR 为 2020 年
12 月将公布的 5 年期以上
LPR。假 定 该 数 值 与 当 前
LPR 一样，为 4.65%。那么在
上述例子中，丁先生转换后
的年利率为 LPR-0.88%，即
4.65%-0.88% =3.77% ，比 原
利率低了0.15%，但此后利率
的变化取决于未来LPR的变
动幅度。

虽然近四个月LPR报价均
保持不变，但总体来看有一定
降息幅度。从LPR机制推出以
来，5年期以上LPR利率已累计
下降了20个基点，从4.85%降
到了4.65%，以首套房贷100万
元贷款30年为例计算，每月房
贷可以少还120多元。

LP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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