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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度住户贷款增速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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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 !"日发布的!!#$$

年三季度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称#

前三季度住户贷款增速回落# 小企业贷款
增量占比稳步提高# 房地产贷款增速继续
回落$

报告指出# 前三季度住户贷款增速回
落# 企业短期贷款及票据融资同比多增#中
长期贷款同比少增$ 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住

户消费性贷款增加 $%&'万亿元# 同比少增
()")亿元#季末余额同比增长 $*%*!#比上
季末低 &%)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前三季度小企业贷款增量占
比稳步提高$主要金融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
机构%城市信用社和外资银行人民币中小企
业贷款前三季度增加 !%!+万亿元# 占全部
企业新增贷款的 +"%'!# 比上季末提高 (%*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小企业贷款&含票据贴

现'余额 &#%&(万亿元#同比增长 !'%(!#增
速比大% 中型企业分别高 &(%*个和 &&%,个
百分点$

报告指出# 前三季度房地产贷款增速
继续回落#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增量占比
大幅提升$数据显示#三季度末主要金融
机构及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

外资银行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

万亿元#同比增长 &'%+!#比上季末回落

!%( 个百分点# 比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低
&%( 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累计增加 **!(

亿元#同比少增 ,'(* 亿元#占同期各项
贷款增量的 &,%)!# 比上半年低 !%& 个
百分点$ 数据还显示#截至三季度末#保
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 !"#" 亿元# 前三
季度累计增加 &&)# 亿元# 占同期房地产
开发贷款增量的 )!%(!#比上半年高 *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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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证监会 !"日正式发布
!转融通业务监督管理试行办法"# 同时还
发布了!关于修改)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
试点管理办法*的决定"和!关于修改)证券
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的
决定"$这意味着证券公司的融资融券业务
正式从试点转入常规$

去年 (月#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
点正式启动#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监会对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进

行了修改#删除了原名称和条文中的+试点,

字样# 将融资融券作为证券公司一项常规
业务$

转融通业务# 是指证券金融公司将自
有或者依法筹集的资金和证券出借给证券
公司# 以供其办理融资融券业务的经营活
动$为保障转融通有关债权的安全#试行办
法规定了保证金制度# 证券公司应当缴纳
一定比例的保证金作为其可清偿债务的担
保# 对证券公司交存的保证金将实行逐日
盯市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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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u 因欧洲达成了扩大救援基金
规模和防止主权债务危机扩散的协议等消
息刺激#全球股市集体飙升#-股市场借此
继续冲高$周五 -股市场走势放量收高#沪
指连续 )日上涨#多头打响了 !#&&年以来
最漂亮的一仗#全周涨幅超过 +%,.#创年
内最大单周涨幅$

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 !',( 点#上涨
&%)).(深证成指报 &#)+!点#上涨 #%#,.$

沪市成交突破 &###亿元#为 &#'!亿元(深
市成交为 ",*亿元# 两市合计 &*!&亿元#

成交量明显放大#较周四放大近 '#.$

盘面上#两市板块全线飘红#环保板块
领涨两市#长青集团%巴安水务%中电环保
涨停$ 医疗器械%玻璃%传媒等题材股表现
抢眼#煤炭%地产%有色等权重板块亦表现
活跃#银行股表现较弱#涨幅最小$

华讯投资认为#周五消息面利好不断#

其中 /01下降预期渐浓# 表明了通胀有望
消退#这也表明了宏观经济环境有望转好#

对 -股形成巨大促进作用( 环保大会有望
召开#或将出台一系列相关措施和意见#这
对 -股环保板块形成利好刺激作用# 部分
个股有望走强$ 鉴于大盘进入反弹运行区
间# 投资者注意高抛低吸# 可继续关注环
保%水利等相关题材股#以及严重超跌股#

持股待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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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与过去两年 +金九银
十,的买房潮景象不同#今年秋天的楼市则
频现+退房,现象$ 杭州一次性退房 "#"套
余波未平# 上海开发商的降价行为又引发
了业主强烈不满# 北京楼市也在遭遇退房
的考验--随着楼市调控继续在全国发
力#房价下行压力逐渐增大#这让开发商十
分纠结.降价#才能求售回笼资金(也有可
能引来前期购房者集中退房$ 专家指出#房
价虚高是退房频发的根源# 戳破虚高房价
泡沫应多管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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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杭州透明售房网公布# 从 $#月 %日
至 &'日 &(天的时间# 杭州退房套数就有
)(套#这相当于今年一季度的二分之一$ 在
这个原本属于购房旺季的+金九银十,#杭州

楼市却不断上演退房行为#而且频率有越来
越快的趋势$

数据显示#一季度杭州市退房 *"套#二
季度 '$套#三季度 """套#退房数量逐渐增
多$ 其中 +月份海运国际大厦一次性退房
"("套#在最近三年来极为少见#而央企保
利地产在杭州的一楼盘三季度退房也高达
$"套$

这只是冰山一角$ 南京市网上房地产
$(月 $, 日公布的 $( 月份退房名单显示#

新增期房退房 ")套# 创出最近几个月来的
新高$

链家地产近期发布一份统计报告指出#

开发商+以价换量,的降价促销行为引发部
分业主退房维权# 从而导致退房数量增加$

但客观地讲#降价仅仅只是表象#其背后又
传递了哪些信号/

�����R�f�N��

+退房事件根本上表明房地产泡沫开始
被戳破#房价拐点正逐步来临#,上海易居房
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指出#由
于我国房价虚高# 随着国家从严调控楼市#

市场开始降温# 价格也随之出现了回落趋
势#各类购房者正以种种手段撤离楼市$

+这同时表明楼市投资投机者和刚需置
业者也看空楼市#甚至加速逃离住宅市场,#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认为#从目前
的资金流向来看#楼市炒作资金正在加速逃
离#一%二线城市住宅市场已经累积了较高
的风险#上涨乏力#而对于投资性资金而言#

无利可图甚至一定时间内存在贬值风险#都
会刺激这些资金撤离$ 另外#从目前政策释
放出来的信号看#楼市调控从紧的方向不会

改变# 控制高房价的预期仍将持续较长时
间#这将根本决定楼市的走势#也将影响炒
作资金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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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雪森律
师对此表示#根据!价格法"相关规定#经营
者因价格违法行为致使消费者或者其他经
营者多付价款的#应当退还多付部分#一些
楼盘短期内剧烈的价格波动#确实给购房者
带来了较大的损失$

有专家指出#对于退房事件#开发商要
严格履行交房程序#避免因质量等问题导致
退房事件# 但对于确有重大质量问题的#应
予以退房或补偿(政府相关部门要严格依法
办事#但必须注意确保公平公正$

上述专家同时指出#必须从制度上建立
成熟理性的房价定价机制# 以打破这种局
面$房地产行政管理部门必须对房价成本进
行科学测算# 作为市场定价的指导依据#加
强房价定价监管$开发商一方面在楼盘定价
上必须要给后市留有余地(另外要以产品业
态的多元化换取企业持续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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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翰林镇翰林中学内人潮涌动# 舞台灯光璀
璨#+群艺大舞台000走进母瑞山, 戏曲音乐
综艺晚会在这里举行$

晚 "时#晚会在八音演奏!海南琼剧曲牌
子"中拉开序幕$正在观众还沉醉在优美的琼
剧曲调中时#小品!老汉进城记"开演#逼真的
场景#对普通百姓心声的挖掘#赢得现场观众
阵阵笑声和喝彩声$随后#省文艺汇演戏剧类
一等奖话剧!情暖天涯"登台献艺#精彩的表
演#又博得阵阵掌声$

当省呀喏哒嘀琼剧比赛金奖获得者许
飞登台献唱琼剧选段 !一阵山风吹酒醒"

时# 现场观众也跟着音乐哼起琼剧来#同
时也将整场晚会推到高潮$ 最后# 晚会在
黎族山歌剧 !黎山恋歌" 的精彩演出中落
下帷幕$

据介绍# 此次专场文艺晚会以活跃基层
群众文化生活为目标# 充分挖掘定安本土文
化资源#发展琼剧事业#助推海南国际旅游岛
建设$

晚会由省文体厅#定安县委%定安县人民
政府主办$ 定安县机关各口干部职工%翰林%

龙门%龙河%岭口以及中瑞农场的干部职工%

学生%群众共同观看了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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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清水湾之星,!#&&第二届中国体育
旅游形象大使选拔赛海南赛区决赛#明天
下午将在海南大学拉开帷幕#'#名佳丽将
展开激烈角逐# 最终将产生 )名优胜者#

代表海南参加定于下月 "日起在海南清
水湾举行的全国总决赛$

据介绍#海南赛区的 '#名选手#是从
众多报名者中经层层选拔最终脱颖而出的
佼佼者$她们中既有在校大学生#也有公司
白领%机关干部等$ 作为 !#&&中国体育旅
游博览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次体育旅游
形象大使选拔赛在北京%上海%四川%黑龙

江以及海南等省市分别设分赛区# 吸引了
数百名选手参加$ 大赛旨在进一步展现海
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体育旅游与休闲娱
乐%体育产业%海洋文化%水上运动等主题#

并通过选拔赛活动为中国体育旅游% 海南
休闲度假游推出别样的美丽名片$

据悉# 本次大赛总决赛将于 &&月 "

日至 &!日在海南雅居乐清水湾举行#从
各分赛区晋级的 (#名佳丽将向总冠军发
起最后冲击$本次比赛由中国体育旅游博
览会组委会主办#海南宝维伦高尔夫管理
顾问有限公司和海南华人国际体育发展
有限公司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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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之白华》等10部中国电影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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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美电影节 !,日晚在美国洛
杉矶好莱坞开幕# 同时还进行了电影节年
度+金天使奖,的颁奖#!秋之白华"等 &#部
中国电影获评+金天使奖,十大优秀影片$

电影节主办方美国鹰龙传媒公司宣
布# 这 &#部影片是.!秋之白华"!大武生"

!兔侠传奇"!英雄喋血"!狄仁杰之通天帝
国"!守望天山"!永生羊"!夏日乐悠悠"!雪
花秘扇"&电影节开幕电影' 以及代表中国
香港参加第 "'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角
逐的!桃姐"&电影节闭幕电影'$

凭借影片!钢的琴"获得 !#&#年第 !(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和今年第 &'届上

海国际电影节传媒大奖影帝桂冠的王千源
获+金天使奖,最佳男演员称号$ 反映汶川
地震灾区人民心灵重建真实经历的影片
!大太阳"的主演倪萍被评为最佳女演员#

导演杨亚洲获最佳导演奖$

其他一些奖项还包括.

杰出新晋男演员.乔舒亚1汉纳姆&!西
藏往事"'

杰出新晋女演员. 周扬 &!夏日乐悠
悠"'

杰出成就奖.唐国强
最佳新晋导演.陈苗&!星星的孩子"'

最佳纪录片.!挪亚方舟.惊世启示 !"

最佳短片.!花逝"&美国'

最佳独立制片电影.!大理.一见钟情"

最佳儿童影片.!守护童年"

最佳中华文化推广.!国医"

华语电影推动奖.澳门电影协会
据介绍# 中美电影节创办于 !##)年#

每年一届#第 ,届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在
好莱坞% 洛杉矶和旧金山等地将举办十多
场各具特色的大型电影专场放映和研讨活
动#同时还将有近百部在北美首映%过去一
年来在中美电影市场创下佳绩的优秀影片
与观众见面#总共将举办 !##多场展映$这
些电影由中美两国优秀的制作团队制作#

适合各个年龄段和不同需求的美国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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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昨天上午#定安县母瑞山乡
村美术摄影创作基地落户定安县岭口镇群山
村# 成为海南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首个乡村美
术摄影创作基地$

据了解#基地实行会员制管理#以省级美
术摄影家为主#以母瑞山+百里百村,为题材#

每季度组织 !#名画家% 摄影家进行采风创
作#举办一期培训班#带动当地干部群众参与
绘画%摄影$ 每半年举办一次县级作品展#每
年举办一次省级作品展#出版!最美定安000

母瑞山乡村美术摄影创作基地作品选集"季
刊# 邀请国内名家前来举办艺术研讨会与拍
卖会等$

母瑞山位于定安县南部# 方圆 &##多公
里#是海南革命的摇篮#亦是元文宗东山再起
的南建州遗址所在地#拥有亚洲榕树王%中国
最大热带富硒冷泉%古代火山民居%原始森林
等原生态自然遗产$

定安县有关负责人表示# 母瑞山美术摄
影创作基地将为营造定安人文氛围# 繁荣定
安美术摄影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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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当代中国书画名家作品展
在海口国聚轩画廊开幕#,)幅形式各异%

异彩纷呈的名家书画作品#将展览现场装
扮得雅气十足$

据介绍#参加此次展览的 ,)幅作品#

均系从最近在海南举办的三大主题性展
览中汇聚而来的精品#三大展览包括!魅
力海南000中国画百家百景画展"%!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000红船颂1艺
术海南中国画提名展"%!中国当代书法名
家作品展"$

省美术家协会主席陈茂叶告诉记者#

此次展览是海南在大力倡导文化体制改
革%着力发展文化产业的大背景下举办的
又一次重要书法美术大展#展出作品风格
多样# 参展作者均为活跃于当今中国书

坛%画坛上的领军人物#他们和他们的作
品#基本能让参观者感受到当代中国书画
界的面貌和整体艺术成就#当然更能让海
南书法美术界从这些名家名作身上学到
不少知识$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需要这
样高端的艺术展览$

记者在展厅看到#虽然参展名家大多
来自内地#但主办方从他们创作的佳作中
却主要选择了一些突出海南地域特色的
画作#其中#既有描绘海南民族风情的绘
画作品# 也有海南节庆活动的现场写意#

比如嬉水节%调声比赛等#均趣味盎然$另
外#江南水乡%塞北风光%雪域高原等异地
特色#也为海南观众带来异样感受$

据悉#今天同时也是新加坡华侨创办
的国聚轩画廊剪彩的日子#本次展览即为
国聚轩主办的第一次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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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u 作为唯一一部入围正在举行
的第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港
产惊悚片#彭顺新作!梦游 (2"于 &3月 !(

日午夜在东京举行全球首映式# 并于 &#月
!'日在东京举行了热闹的媒体见面会$与首
映现场座无虚席相同# 在媒体见面会上#导
演彭顺携主演李心洁%霍思燕%杨采妮%李宗
翰亮相#同样受到日本影迷的强烈关注$

据介绍#日本观众对!梦游 (2"反响

十分热烈# 不断对一帮主创人员进行连
环提问$ 导演彭顺称#!梦游 (2"是还原
自己 &# 年前的真实梦境之作#并向大家
解释惊悚新作为何会运用 (2 效果(主演
李心洁身着镂空改良式旗袍亮相# 与杨
采妮惊艳了全场( 内地女星霍思燕也大
受热捧# 全场观众还祝福她当天生日快
乐(男星李宗翰则充当护花使者#对李心
洁% 杨采妮和霍思燕三位女演员的表演
大为赞赏$

据悉#!梦游 (2"由光线影业%寰宇娱
乐出品#是一部惊悚推理片#该片在东京国
际电影节作全球首映之后# 已于 &#月 !,

日登陆中国内地各大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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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我爱五指山"今
天在五指山市举行开机仪式#并在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甘什岭槟榔谷正式开拍$记者现
场见证了该片开拍的第一个镜头#雄壮浑厚
的乐曲响起# 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引吭高歌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年已古稀的著
名词作家郑伟南4

�+�

*回忆起了 '3年前
去五指山采风时的难忘经历--

影片用倒叙手法#主人公青年艺术家
郑伟南在进入五指山采风时深深着迷于
五指山的美丽风光和悠久的革命历史#期
间#他也遭遇了自己的情感和爱恨#最后
在一系列感悟下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歌曲

!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

据了解#影片!我爱五指山"根据军旅
作家彼得1海洋的纪实文学!郑南之歌"改
编#以五指山原生态风光为背景#以+立
志%感恩%修身%报国,为中心思想#将音乐
贯穿其中#倾力打造一部震撼心灵%激人
向上%催人泪下的感人影片$

据悉# 该片将以五指山热带雨林%黎
村苗寨%红军革命根据地为场景#全面展
示五指山独特风情$ 影片由周保同执导#

青年演员徐仕龙%斓曦分别担任男%女一
号$此外#片中女二号%女三号及男三号由
海选活动选拔出的选手扮演$全片预计明
年初杀青并争取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