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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業務華為或赴美上市
已向投行諮詢 惟尚未有定論

上季經濟增速或降至7.5%

【本報實習記者劉辰燁報道】隨各地清理整頓各
類交易場所工作的推進，深圳、泰山、鄭州、成都等地
的文交所先後宣告取消藝術品交易份額，並且要滿足投
資人要求權益回購的願望。至此，內地仍在進行藝術品
份額交易的只剩下天津文交所。曾經風靡一時、轟轟烈
烈的藝術品份額交易正在退潮。

天津金融辦的相關工作人員表示，目前天津文交
所仍在正常交易。由於該交易所開戶人數近 5 萬人，
現在停止交易，可能引發較大的市場風波。據悉，天
津有關方面已多次召開會議研究整改方案和對策，不
過對於如何賠償投資者損失等事宜還未出台具體的賠
償方案。

由天津文交所在全國率先推出的份額化模式，類似
於資本市場的股票交易，即把藝術品等額拆分，通過交
易所的電子交易平台公開上市交易，是最具有爭議和飽
受詬病的一種交易模式。最先公開上市交易的是津派畫
家白庚延的兩幅畫作《黃河咆哮》和《燕塞秋》，上市
之後連日暴漲，漲幅一度高達1197%。

不過，目前該所正在交易的 20 隻份額化產品近期
的行情並不好，九月以來多隻產品價格出現暴跌。該
所現進行交易的藝術品中，僅有 6 件的月漲跌幅為正
，藝術品 「荷風千秋」九月截至收市前累計月跌幅達
16.79%，藝術品 「林巒醉雪」在上月的跌幅也達到
15%。

因早前缺乏必要監管，致使許多文交所在運營模式
、會員單位、交易信息不對稱等方面都存在問題。部分
交易所出現了價格操縱、股東違法違規、侵吞客戶資金
、捲款逃跑等事件。去年國務院正式下發文件，要求全
國所有文交所都要進行清理整頓。九月，鄭州、成都、
泰山文交所都不得不在當地政府的要求下取消藝術品份
額交易。

相關部門目前對文交所及藝術品份額化交易模式的
未來發展方向還沒有最終的定論。有專家表示，經歷前
期的無續爆炒，把藝術品當做股票炒作的交易模式肯定
要結束，藝術品市場不可能再延續之前的 「份額化」交
易模式，而可能會向 「實物交易」的方向靠攏。但也有
業內人士認為，份額化是否可行關鍵在於操作的人。份
額化的交易模式本身沒有問題，關鍵在於要用制度，用
強有力的監管區管理執行者。

【本報實習記者張園苑瀋陽五日電】
遼寧桓仁第二屆國際冰酒節暨 「兩高一
鐵」通車慶典今日在遼寧桓仁縣閉幕。
本屆冰酒節共簽約 40 個項目，簽約額
逾30億元（人民幣，下同）。

本屆冰酒節簽約項目包括葡萄酒及
包裝印刷項目各 20 個，其中，葡萄酒
簽約最大項目是簽約額逾2億元的北緯
41°冰酒莊項目，包裝印刷產業最大的
項目是簽約額5億元的重慶巴王礦業有
限公司項目。

桓仁擁有世界最大的冰葡萄種植基
地，具備世界第一的生產能力。 「十二
五」期間，桓仁按照 「一帶一園一鎮」
的布局建設，已在桓龍湖沿岸打造出一
條全長143公里的集觀光、釀造、休閒

度假於一體的桓龍湖酒莊休閒觀光帶，
釀酒原料種植基地5萬畝，葡萄酒酒莊
6個。

據桓仁縣長孟廣華介紹，以冰酒、
葡萄酒、綠色食品、保健品為主要板塊
的桓仁葡萄酒產業集群，今年產值將突
破 100 億元，冰酒產量達到 810 噸，桓
仁將成為世界最大的冰酒產地。十二五
期間，目標是把桓仁建成 「世界冰酒之
都」、 「中國休閒度假城」、 「中國生
態經濟強縣」。

張裕集團公司副總經理付銘志表
示，張裕集團冰酒年銷售收入 2 億元
。目前，集團已在全球 30 多個國家和
地區構建起強大銷售網絡，年銷售額
已突破120億元。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五日電】受
內地消費平穩、對外出口低迷，及投資
欲振乏力等因素疊加影響，分析人士相
信，三季度內地宏觀經濟或仍徘徊於低
位。考慮到二季度啟動的一系列穩增長
政策措施的效果，在三季度體現得並不
明顯，預計三季度 GDP（國內生產總

值）實際增速較二季度仍略有放緩，不
排除當季 GDP 同比增速觸及 7.5%的
「警戒線」水平。

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估
計，第三季度內地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增加值同比增速約 8.9%左右，按工業
增加值同比與 GDP 同比的關係推算，

上季度 GDP 同比或在 7.3%左右；考慮
到規模以下工業企業與規模以上工業
企業走勢的差異，及第一、第三產業
與第二產業增速走勢的差異來修正
GDP 增速，三季度 GDP 環比增速或微
升至 2%左右水平，略高於去年第四季
度和今年上半年的增速，而同比則將
回落至 7.3%至 7.5%，取其中值得到
7.4%，為○九年第二季度以來最低增
速。

再推四萬億機會微
魯政委並指出，受三季度中央投資

項目審批及開工加速影響，上季第三產
業同比增速料將企穩回升，並穩定在
8%附近，這將對整體GDP增速形成支
撐。另一方面，生產者物價（PPI）大
幅回落將利於未來 GDP 同比讀數的上
行。

交銀首席經濟學家連平預測，三季
度 GDP 實際增速料低於二季，當季
GDP 同比增速或僅 7.5%。他相信，儘
管內地經濟已現企穩跡象，但回暖跡象
並不明顯。而國外方面，目前歐債陰霾
並未消除，美國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的

長期效果亦待觀察。此外，由於二季度
國家啟動的一系列穩增長政策的效果時
滯，或延至年末。因此，四季度 GDP
增速將回升至 7.8%左右，全年 GDP 增
速也有望鎖定7.8%。

湘財證券宏觀研究員羅文波說，三
季度 GDP 同比增速或將跌至 7.4%左右
。他並預計四季度內地出口將與三季度
基本持平，並稍稍走高；未來政府在基
建領域的投資將變得更為積極，但其力
度不會太高，預計內地房地產投資增速
將逐漸企穩，製造業投資的震盪下行則
將延續至明年；儘管目前實際消費數據
處於向下階段，但考慮到內地物價的上
升因素，內地名義消費水平將在未來半
年內維持在13%左右。

羅文波認為，四季度 GDP 數據可
能重新抬頭，並到達 7.5%至 7.6%區間
，相信年初確定的 GDP 全年控制目標
料能如期實現。他並提醒，目前中國
經濟正處結構調整關鍵期，政府再度
推出大規模經濟投資及刺激政策的概
率不大， 「只要將經濟增速維持在 7%
左右水平，就足以保障內地健康的就
業水平。」

【本報記
者扈亮北京五
日電】萬博兄
弟資產管理公
司董事長滕泰
表示，經過長
達兩年的房地
產調控， 「投
資投機性需求
基本被抑制，
房價過快上漲
的勢頭被遏制
，房地產作為
投資品的資產
配置效應已經
蕩然無存。」

他並預期，中短期的市場價格均衡有望在未
來一年被打破，隨二○一三年大批量供給
的入市和需求的重歸清淡，房價下跌是大概
率事件。

滕泰認為，影響房地產價格的長期因素
是供需。調控的長期化將引發購房者、持房
者和開發商等市場主體預期發生變化，進而
使得供需發生逆轉。房價上漲期，購房者入
市積極，隨價格由漲轉跌，購房者觀望情
緒越重。隨調控效果的持續和持有房地產
機會成本的不斷增加，市場預期將逐步趨於
悲觀，房價的均衡將被逐步打破。

首先，只要限購限貸政策不退出，房價
沒有暴漲的可能，投資投機性需求就不會回
到市場。其次，上半年市場的回暖主要是開
發商降價走量和部分剛需入市造成，隨這
部分需求的逐步釋放，市場需求將重歸平淡
。再次，按照商品房2年的建設周期計算，
二○一○年下半年到二○一一年上半年商品
住宅新開工面積快速增長，該批項目將於今
年下半年開始集中進入竣工期，商品房待售

面積將在現有的基礎上繼續大幅上升。最後，房產稅的
試點擴大和保障房入市將對抑制房價起到重要作用。如
果房產稅的壓力不能有效轉嫁，則會增加對存量房的拋
售量，增加市場供給，平抑房價。同時，按照保障房建
設規劃，二○一三年、二○一四年將迎來保障房入市的
高峰期。

滕泰並表示，目前中央調控房價的態度十分堅決，
限購限貸等政策將在未來較長一段時間內保持不變，從
政治和社會穩定的角度看，本輪調控政策將長期化。如
果房價出現明顯反彈，不排除政策加碼的可能，如加速
推出房產稅等。隨調控的持續，其效果將逐步顯現，
目前房價的中短期均衡將被打破。短期看，不排除未來
3-6個月房價在剛需推動下繼續小幅反彈的可能性。但
隨二○一三年大批量供給的入市和需求的重歸清淡，
房價下跌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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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博兄弟資產管理公司
董事長滕泰 扈亮攝

遼桓仁冰酒節引資30億

藝術品份額交易退潮今年中秋、 「十一」國慶雙節相
連，不僅創造出8天的 「超級假期」
，還成就了新一輪 「結婚高峰」。有
保險公司就推出一套 「婚姻保險」，
正在中國許多城市銷售。由於該保險

規定，只能丈夫作投保人，保單利益
主要為妻子享有，所以亦被網友戲稱
為 「防小三險」。

新郎時下流行在為妻子戴上戒指
的同時，多獻上一套 「婚姻保險」以
表忠心。據了解，該保險產品最低繳
費額分為每年 3000 元（人民幣，下
同）及 5000 元兩種。與目前市場上
流通的其他「婚嫁險」不同的是，該保
險只能由丈夫作為投保人，妻子作為
被保險人。在保單簽訂前，夫妻雙方
將約定好保單權益劃分的比例，分別
有60%、80%和100%三個檔次，作為
妻子在退保、減保、部分領取時獲得
的權益份額，而丈夫相應獲得剩餘的
部分。此外，如果投保 50 周年滿期
，保險公司會為夫妻贈送一筆 「金婚
慶賀金」，做老兩口安享晚年之用。

此險種一經推出，其獨特設計立

即吸引到了市場的關注。市民戴女士
稱： 「這個保險挺有意思的，回頭找
這家公司了解下，讓老公給我也買一
份。」但也有網友質疑，如果是老婆
有了外遇要踹老公，保險中的條款豈
不是鼓勵她下定決心早點離婚嗎？

受益比例傾向女方
保險公司人員對此解釋稱，該產

品是一款專門由丈夫買給妻子的保險
，更能體現丈夫對妻子和家庭的責任
感。而將受益的比例傾向於女方，的
確考慮到了目前社會環境下婚姻破裂
的一些現實案例，但和網友們所謂的
「防小三」沒有直接關係。需要注意

的是，離婚後，如果丈夫不願續保，
保單就需妻子繼續支付保費，相應的
保護範圍不會改變。若離婚後雙方都
不願意續保，那麼保單就會失效，屆
時本金的返還等就要根據實際情況和
相關保險條款來執行。

保險界業人士相信， 「防小三」
只是個噱頭，其實質就是壽險。據介
紹，類似以 「婚姻」為噱頭的保險在

內地很普遍
，保險主要
關注的是婚姻
存續期間夫妻
雙方的健康生存狀
況，還不能單純針對婚變
的風險概率給予補償。按照大
多數保單規定，被保險人為妻子
，投保人可為被保險人本人或被保
險人的近親屬。一旦婚變，退保金只
能歸屬女方，並採用了特別約定方式
對失敗婚姻中的弱者（多數為女性和
小孩）給予經濟補償，以避免更多
「單親貧困母親」等現象的出現。

一位保監局負責人稱，婚姻保險
就是在夫妻雙方辦理了合法婚姻登記
的基礎上，給予保險保障。一般來說
，購買該保險需要夫妻雙方共同出資
。這款保險沒有上述保險內容，實質
還是一份意外、健康以及具有理財功
能的傳統保單。 「最大的障礙是道德
風險，如果以婚姻持續為保險標的，
為獲得保險賠償而假離婚的事情就難
以避免。」

國家商務部網站昨日引述外媒消息稱，最近海外股
票型基金在韓國人氣下跌的同時，投資中國基金的韓國
資金卻越來越多。韓國專家建議應謹慎對待。

韓國金融信息機構數據顯示，41 個中國當地基金
的規模在上個月內增加了528億韓圜（約合人民幣3億
元）。今年以來，中國當地基金的規模逐步擴大，截至
六月，已經增加了729億韓圜（約合人民幣4.15億元）
。據分析，這反映出投資者對中國新一屆政府推出經濟
刺激政策的期待。專家建議，投資者應在確認實際政策
後再進行投資。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去年十二月賦予韓國央行
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格。韓央行四月首次
在中國債券市場投資，投資額度大約在人民幣200萬元
。韓國央行上月中曾表示，將3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9
億元）的QFII投資額度全額投入到A股市場。

據消息人士稱，華為向投資銀行諮
詢的內容包括上市的方式和地點，以及
需要披露哪些信息以幫助推動上市進程
。然而，華為尚未就是否進行 IPO 作
出決定，也未選定由哪家銀行來負責交
易。

上市備選地包括香港
就上市地點來看，上述人士透露

，華為傾向在美國上市，但也考慮在
香港或倫敦上市。九月底時，華為澳洲
分公司一位董事表示，應考慮在當地
上市以減輕澳洲政府的安全擔憂。但
隨後，華為表示，尚未認真考慮立即
在澳洲上市。

華 為 發 言 人 普 拉 默 （William
Plummer）表示，他們不對市場傳言置
評，不過當從商業角度考慮，在必要時
公司會進行上市。

據悉，華為是在去年初因遭到奧巴
馬政府反對而放棄在美國的一項小型收
購交易後，開始接觸投資銀行諮詢IPO
事宜的。而與投資銀行的接觸表明，華

為正較以往更加認真地考慮上市問題，
因電信設備市場的疲軟增加了從美國爭
取業務的重要性。

事實上，華為管理層和董事會去年
就IPO事宜進行了認真討論。贊成IPO
的人認為，此舉能夠讓華為的所有者結
構、收入來源、風險因素和是否接受國
家支持變得透明。

不過，華為的上市歷程或路漫漫，
尤其是在接受安全部門審批方面。華為
在過去十年中已發展為僅次於瑞典愛立
信的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供應商。但因
華為創始人任正非曾在中國軍隊服役，
有關華為同中國軍方存在關聯的說法引
起的安全顧慮曾妨礙華為在美國、澳洲
和其他國家獲取大單。

外界懷疑有軍方背景
去年澳洲政府以網絡安全顧慮為由

，禁止華為參與該國寬帶網絡搭建合同
投標。而華為已多次否認與軍方存在關
聯，且同意讓第三方檢查其設備，然而
相關顧慮一直難消。

與此同時，美國國會目前正在高
調對華為的內地同行中興通訊進行調
查，以判定該公司是否給美國安全帶
來威脅。

一位消息人士表示，華為沒有排除
上市的可能，一直在跟銀行接觸，但還
沒有做出任何決定。該人士稱，多年來
華為就沒有斷過想上市的念頭，但因公
司股權結構很複雜，且有人不確定上市

是否真能幫助打消美國議員對華為的懷
疑，所以事情進展甚微。

華為在年報中表示，該公司是一家
私營企業，股份完全由超過6.5萬名僱
員持有。華為二○一一年報顯示，銷售
總收入達 2039 億元（人民幣，下同）
，同比增長 11.7%；淨利潤 116 億元，
同比下跌53%，主要由於激烈的市場競
爭和匯率變化。

全球第二大電信設備製造商─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正在考
慮進行IPO（首次公開發行股票）從而增加其透明度，以及提高公
司在美國等市場贏得大型合同的機會。據外媒透露，華為已接觸投
資銀行尋求關於上市的建議。華為傾向在美國上市，但也考慮在香
港或倫敦上市。不過，華為發言人表示，從商業角度考慮，在必要
時公司會進行上市。

本報記者 范琳琳

新
聞
追

蹤
買個保險防小三

本報記者 李靈修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小
年近日在溫州表示，本輪經濟下行，會
比之前持續更長時間。因為此次下行並
非簡單的經濟周期，而是長期以來靠投
資拉動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而
造成的產能過剩，故貨幣政策和財政政
策都會失靈，惟有依靠企業家精神，鼓
勵創新。

許小年稱，從官方數據看，此次經
濟下行看上去像軟陸，但實際上形勢
比較嚴峻。表面上看起來，下行是由於
金融危機導致的外需萎縮，造成三駕馬
車中的外貿 「熄火」。但真正的原因，
是在過去十多年一直靠投資拉動 GDP
增長，投資率過高，造成諸多產業產能
過剩。金融危機前，過剩的產能還能靠

外需消化，但歐美市場一旦疲軟，內地
購買力不足就暴露得十分明顯。

而產能過剩的結果就是企業相互壓
價。此前，鋼鐵、水泥、建材的價格下
跌的非常快，因市場上供大於求。

他進一步指出，央行可以印更多的
鈔票，但問題是目前銀行不敢放款，因
企業的貸款需求不足，找不到好的投資
項目。許多行業都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
，產品價格下跌，利潤率不斷受到擠壓
，企業還款的風險上升。

至於對策，許小年認為，還是得依
靠企業家精神，鼓勵創新，而政府的職
責是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在地區內樹
立法治的尊嚴， 「讓企業家們更加放心
地投資」。

學者：政府應改善投資環境

韓國資金轉投中國基金

▲華為向投行諮詢的內容包括上市的方式和地點，以及需要披露哪些信息以
幫助推動上市進程 彭博社

▼據分析師預計，四
季度內地出口將略高
於三季度 彭博社

▲新郎時下流行在為妻子戴上戒指
的同時，多獻上一套「婚姻保險」

網絡圖片

▲最先在天交所公開上市交易的《黃河咆哮》，上
市之後連日暴漲 網絡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