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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

本报讯 作为山东重

点援川项目之一，子公司北

川维斯特商品交易所已于

10月15日开业，10月18日

正式网上开盘交易。

该家位于北川农业高

科技园区的电子交易平台，

是继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

团商品交易所之后，我国第

二个专门的“果品蔬菜交易
所”，它也是山东寿光蔬菜
产业集团援建项目及四川

省绵阳市“数字北川”工程

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记者了解到，香港中

信国际出资50亿元、泰国

正大集团出资100亿元，

联合其他几家国际知名

资本，将与山东寿光蔬

菜产业集团联合创立新

公司蒙源集团。

据介绍，未来蒙源

集团旗下将包括山东寿

光蔬菜产业集团、山东豪
源实业集团以及北川维
斯特农业科技集团。其
中，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

团已确定明年在美国纳

斯达克上市，山东豪源实业
已于今年在美国纽交所上

市。

对于今年刚成立的北

川维斯特农业科技集团，山

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总经理丁俊洋称，

“争取在3年时间内，将
其打造为中国最大的高山

特色农业基地，并使其登

陆国内资本市场。”

据悉，香港中信国际资
产管理公司从去年就开始

与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对合

作事宜进行谈判，不久前

达成协议。而泰国正大董

事长谢国民已于今年5月

到该集团考察，且将于今
年11月到北川维斯特农业
科技集团考察。

不过，据丁俊洋介绍，

中信国际资本的投资或将

在该集团登陆纳斯达克后，

选择获利退出；寿光蔬菜与

泰国正大集团双方都会选
择长远的产业投资，欲打造

中国农业全产业链。

(据《每日经济新闻》)

本报济南10月19日讯

(记者 桑海波) 19日沪

指上演绝地反击，在距收盘

还有一分钟时成功冲上
3000点大关，时隔半年后
沪指终于收复这一整数关

口。

“瞧！尾盘开始发力了，

大盘要冲击3000点了！”19

日下午，在省城经七路一家

证券营业厅，股民老赵紧盯

着电脑屏幕，上面显示：下
午 2 点 5 8 分，沪指位于

2999 . 39点，2点59分，沪指

突破了 3 0 0 0 点，达到了

3001 . 9。“抢在收盘前一分

钟，沪指终于站上了3000

点大关。”沪指重返“3”时

代，对老赵等股民来说像是

久违的喜悦。

与前一日高开低走不
同，19日，沪深两市股指双

双低开后展开震荡走势，中

小板及创业板经过多日的

调整出现大面积的反弹行

情，对股指维稳起到较积极

作用。截至收盘，沪指报
3001.85点，上涨46.62点，涨

幅1.58%，成交2037.37亿元；

深成指报12970 . 2点，上涨
320.93点，涨幅2.54%，成交
1411亿元。继前一天冲击

3000点得而复失后，沪指

19日才算真正意义上重返
3000点。记者查询发现，这

也是继4月22日跌破3000

点后，沪指时隔半年才收复

这一整数关口。

“我手里的几只股票全

部飘红了。”采访时，济南股

民老王心情颇为不错地对

记者说。对于股民来说，喜

悦远不止于沪指重返三千

点大关，更在于个股的普
涨。从盘面上看，当日两市

各板块几乎全线上涨，早盘

出现调整的权重股，午后开

始绝地反击，截至收盘仅钢

铁和地产板块出现小幅下

跌，其余板块均飘红。

19日的创业板着实疯

狂了一把。24只个股涨停，

午后板块涨幅一度逼近
8%，

值得注意的是，11月1

日将是创业板首批限售股

解禁的大限。金融界网站证

券分析师认为，从内在因素

来看，创业板中的个股大多

是具有高科技新兴产业题

材的，由于这些个股题材鲜

明，在市场从蓝筹补涨转入

题材炒作的时候，很容易成

为焦点。

本报讯 目前，一种名

叫“接力贷”的按揭贷款方

式引起上海房地产业界关

注，据称它可以帮助一些有

多套物业的买房人曲线绕

开严格的“限购令”、“限贷

令”，而不增加购房人购房
记录和贷款记录。

据介绍，“接力贷”的基

本操作路径是父贷子还、母

贷子还。以老人的名字申请

按揭，必须是年龄较大且具

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预计

有稳定的退休收入，需要指

定其某个子女作为所购房
的唯一连带还款人，并经所

指定的连带还款人承诺“负

责承担借款合同对借款人、

抵押人的约定义务，以及在

该笔贷款本息偿还完毕前不
撤销抵押”。以此种按揭方式

进行的还款记录，仅表现在

合同人(即父母)名下，不增

加其子女购房及贷款记录。

对于这种个贷产品，上

海业务规模最大的二手房
代理商——— 中原地产交易

按揭部内部人士表示，实际

生活中，“接力贷”的主要作

用是增加了一个新的购买

名额。在“限购令”、“限贷

令”出台后，这种按揭贷款

方式可以帮助部分置换客

或者投资者，避免新政的直

接打击。

上述交易按揭人士指

出，除了“接力贷”，市场上还

出现其他方法回避相关政

策。比如，夫妻共有住房财产
通过法律公证除去一方相应

的权益。在认房又认贷的信

贷政策之下，转让方将可以

成为没有房屋产权记录的

人士，可以申请新贷款。

这种绕开严格的限购

限贷政策进行曲线按揭方
式是否能延续？业内人士表

示，有可能是昙花一现。他

表示，此前“住房抵押消费
贷款”按揭方式曾短暂出现
在市场上，后来被政府叫
停。现在这种“接力贷”或许

也会面临这样的境遇，难以

在宏观政策频出的大背景

下持久下去。

(据《第一财经日报》)

本报讯 胡润百富发布
2010房地产富豪榜，万达集

团董事长王健林以财富280

亿元登顶，而随着国家调控

的收紧，房地产成为“胡润百

富榜”上唯一一个平均财富
下降的行业，地产富豪财富
比2007年高峰时减少25%。

王健林以财富280亿元

名列房地产榜首富，他所领

导的大连万达以开发商业地

产为主业，该集团计划2010

年底在全国开业42个万达广

场、18家五星级酒店等，正逐

步成为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开

发商之一；龙湖地产的吴亚
军家族以财富270亿元排名

第二；世茂集团的许荣茂家

族以财富250亿元成为“房地

产探花”。

据了解，这是王健林首

次登上房地产榜首富的宝

座，也是吴亚军家族首次进
入房地产榜前三名。同时，对

许荣茂而言，他的世茂集团

依然是今年市值最大的民营

上市房地产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曾经的

大陆首富杨惠妍家族此次并
未进入房地产富豪榜前10名，

杨惠妍在2007年最高峰时，拥

有财富1300亿元，而今年财富
186亿元，缩水了约86%。

而受到近期国家调控的

影响，房地产业的平均财富
比2007年下降了25%，比去

年下降了3 . 7%，但仍然是
2006年的近三倍。不过，这个
行业依然是“造富”最厉害的

行业，其平均财富值是排名

第二位行业平均财富的2倍。

(据《中国企业家》)

本报讯 18日，国美董

事局主席陈晓在接受采访时

默认了大股东黄光裕方面与

国美管理层双方正在进行沟

通，“双方讨论的议题很明

确，就是希望公司能够更
好”，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

成任何成文的东西。

对于外界国美上市和非
上市门店可能在11月1日分
离的说法，陈晓告诉记者，

“从公司的角度上来说，肯定

是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的，

我们(董事局和大股东)都在

向着好的方向努力。”

董事会架构问题是争论

的另一焦点。目前，国美电器

董事会的11名董事包括陈

晓、伍健华、王俊洲、魏秋立、

孙一丁等5名执行董事，竺稼

等3名贝恩非执行董事，以及

3名独立董事。在提到国美董

事会董事人选的标准时，陈

晓表示，“要考虑公司整体的

利益，符合具有行业经验的

条件。”

据《每日经济新闻》

曲线绕行“限购令”、“限贷令”

接力贷现身上海楼市

半年!沪指重返三千点
解禁前创业板上演疯狂

王健林问鼎地产首富
胡润百富榜：楼市依旧最吸金

国美“门店分离”或有转机
陈晓：谈判未有结果

寿寿光光蔬蔬菜菜获获超超百百亿亿投投资资
欲明年纳斯达克上市

股市向左还是向右？

浙商证券分析人士指出，市场以结构转化
来维持热度，说明总体格局还比较健康，后市有
望继续维持震荡，投资者仍可把握热点机会。

不过，分析人士也提醒投资者：“由于近期
连续逼空，股指日线技术指标已经严重超买，

一旦市场的追高意愿下降，领涨热点逐渐消
失，大盘将有短线调整要求，投资者不宜过度
追高。” （桑海波）

观点二：

后市有望维持震荡

金融界网站证券分析师
称，“十二五规划”中淡化
GDP增长目标的做法，为A股
市场的健康发展打牢了根基，

行情有望从“二八”格局转变
成为全面上涨。虽然创业板表
现抢眼，但在大量新基金获准
发行，“两保”资金掌握股市话
语权的大背景之下，短期内蓝
筹股仍将是主导行情的主流
热点。

“未来市场有望站稳3000

点，向去年的高点3400点进
发。”金融界分析师认为，

加速上涨的行情目前已经告
一段落，普涨行情会演化阶
段性题材的轮番炒作，个股
选择将是下一阶段操作的重
点。

观点一：

股指冲击前期高点

格新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