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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Q 年末将至!商业银行资金开始
"吃紧#! 而近日关于首套房贷利率或将上
浮的报道更是频频见诸报端$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 日记者向北
京多家银行了解获悉! 尽管已经进入第四
季度! 但目前首套房贷利率并未出现大的
变动$

工%农%建三大行的首套房贷利率仍

在执行最低八五折优惠!但中行仍保持九
折不变$ 而中信%光大%民生%招行%兴业等
股份制银行则仍和前段时间一样维持基
准利率$

但多位受访人士均表示!在保存款&冲
时点#的压力下!年末商业银行的利率政策
变动比较大! 而住房贷款等个人消费类贷
款很可能会最先成为&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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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全
球经济增长预期打压市场情绪!欧美股市
!日下跌$ "#日!日本股市也重挫$ 同日!

$股两市未能延续 !日涨势!早盘双双小
幅低开!权重板块表现低迷!市场走势也
较弱缺乏上攻动能$"#点半后!随造纸%钢
铁等板块拉升!股指震荡上扬'午后两市
一度受压回落双双翻绿!后虽在三沙概念
活跃% 黄金有色等走强带动下震荡走高!

但沪指受压 %"%#点一线$

截至收盘!沪指报 %""!点!上涨 &点!

涨幅为 #'%%(! 成交 )#*亿元' 深成指报
+,,-点!上涨 %!点!涨幅为 #'-&(!成交 )*+

亿元$ 板块方面!地热能%-.打印板块活跃!

摘帽概念%三沙概念%广告包装%钢铁等板块
领涨!日用化工%保险%电力等跌幅居前!银
行%券商%船舶等下跌$ 其中三沙概念股午后
拉涨!涨幅居前!罗顿发展涨停!海南瑞泽%

罗牛山%海峡股份%亚太实业等涨幅居前$

海通证券表示! 维稳行情在悄然之间
展开!护盘资金%抄底资金以及场内资金的
滚动操作一起运转将股指维持在区间震荡
的格局内! 上有压力下有托举的维稳行情
将在一个阶段内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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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消息人士
日前透露!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新一
轮&汽车下乡#政策有望近期出台$ 此外!

&家电下乡#政策有望继续落实并完善配
套措施$

消息人士表示!此次&汽车下乡#政策
和之前相比有望&扩容#$ 此前国家对农民
购买 "'-升以下排量的微型客车等!给予一
次性财政补贴! 新一轮政策或将补贴范围
扩大到 "'-升以下小排量汽车和重型卡车$

目前!农村市场已经成为家电%汽车消
费增长的重要引擎$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 &月以来! 农村地区零售额增速开始
超过城市!而 +月两者的增速差明显扩大$

相对于城镇居民! 农民和低端制造业者的
收入增长更为明显!消费增长潜力更大$

分析人士指出!%#""年我国汽车每千
人保有量为 ,#辆!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一
半$二三线城市及农村的汽车保有量较低!

刚性需求较大! 预计将成为未来汽车市场
增长的主力$ 在当前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
背景下! 汽车消费有望在拉动内需增长中
发挥重要作用!&汽车下乡# 政策是当前较
好的经济刺激政策选择之一$

分析人士认为!&家电下乡# 政策的继续
落实将有力拉动国内消费$ 相关个股如长安
汽车%一汽轿车%福田汽车%江铃汽车%安凯客
车%海信电器%青岛海尔%美菱电器等或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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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日根
据链家地产市场研究部统计!%#"%年第三
季度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
京%杭州%成都%沈阳%武汉的全国 "#个主
要城市的土地市场成交规划建筑面积为
,*)#'& 万平方米 ! 环比第二季度上涨
,#'"(!总土地出让金为 "-*%亿元!环比上
涨 "%-'+(!翻了一倍有余$

更值得关注的是!%#"%年第三季度!北
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住宅用地土地出让金
总计 &"&', 亿元 ! 环比第二季度大涨

-**',(! 而第三季度住宅土地溢价率高达
%-'"%(!达到了 %#""年调控后的最大值$

首都北京无疑是最典型的例子!! 月
份该市土地市场共成交居住用地 "* 宗!

土地面积约 ")-公顷!建筑规模约 %-# 万
平方米$ 其中!共配建各类保障性住房约
+-万平方米!占总建筑规模的 -)(!可提
供保障性住房近 "%###套$中原地产研究
部统计数据显示(! 月单月北京土地出让
金高达 %*,'-, 亿元! 超过了之前 + 月的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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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Q 据新华网信息!!日!央行以公
开招标方式进行两期逆回购操作!分别为 "

天 #$%&亿元和 '(天 )&&&亿元! 中标利率
*+*,-和 *+.&-! 共计向市场投放资金 '.,&

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央行将继续滚动投放
大规模逆回购资金!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预期
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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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01.数据截至 "#月 +日的统计!

本月公开市场将有 -!# 亿元央票到期!无
正回购到期! 合计到期资金 -!# 亿元'另
一方面!本月还有 )*## 亿元逆回购到期$

如算上 ! 日的 , 天期 ")*# 亿元的逆回购
操作! 本月公开市场将自然回笼资金为
&&)#亿元$

申银万国分析师屈庆认为! 随着公
开市场逆回购的展开! 资金面紧张的情
况将有所缓和! 但是 "# 月 %& 日依然面
临着税收上缴以及公开市场大规模到期
的因素! 总体来看!"# 月资金面情况不
容乐观$

中金公司的汪超也认为! 在资金需求
减弱以及逆回购到期和财政存款上缴的共
同作用下!"#月份的流动性或与 ! 月基本
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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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降准可能性很大$ 一方面是前段

时间整个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的利率比较
高! 说明市场流动性的趋势一直都有点紧$

央行此前迟迟不降准!也是未来观察美联储
23-的影响!在等 23-的效果$ 现在看起来
外部资金的流入效果不那么明显$ 因此!"#

月应该有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好窗口!而且
也有强烈的市场需求$

�;~�a���=�:���A�"

-%./0"12-3

本月公开市场到期资金量较大 !达
)*##亿元!同时由于 !月底存款可能激增!

商业银行因此需要上缴较多的存款准备金$

"#月份也将迎来财政存款上缴高峰$ 因此!

央行后续将继续滚动投放大规模逆回购资
金的可能!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的可能性仍
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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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准和降息没有太大必要!尤其是现在
经济开始企稳了$ 逆回购操作比较灵活!但
是越来越频繁和滚动操作的量越来越大!一
直滚动下去也不是长远之计$ 要么市场资金
缺口达到 &###多亿! 要么外汇占款出现大
的负增长!需要降准进行对冲!否则央行不
会考虑降准$ 降准一下子释放的流动性太
大!会传递出混乱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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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大规模的逆回购操作中! 大部分
是央行滚动发行的!而进入四季度后!银行
又将向央行缴纳存款准备金! 这将造成短
时间的流动性紧张! 但总体上流动性不会
过于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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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Q 近日!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
4567689:; <=: >:6?@:; 07AB89:6C8D 在其官方
网站上公布!将联合新西兰海关!展开共同
行动遏制非法出口本国婴儿配方奶粉!将
对非法输出婴儿配方奶粉的公司和个人分
别处以最高 -#万新西兰元和 *万新西兰
元的处罚!并酌情决定是否对其提出指控$

该文还特别指出!中国是新西兰奶粉"非法
出境)的最大目的地$

同时! 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官方网
站消息显示!依据 "!!!年颁布的新西兰动
物产品法案规定! 一切将奶制品带离新西

兰本土的行为都被视为输出! 包括网购及
亲友赠送等渠道! 而只有在初级产业部注
册备案的出口商才有资格输出包括婴儿配
方奶粉在内的奶制品$ 这意味着除代理商
进口之外通过其他途径输往中国的新西兰
婴儿配方奶粉!都在此次"严打)范围内!包
括网络代购$

新西兰叫停奶粉代购!谁将受益!谁又
将因此"受罪)*

©;²�³´µ¶·¸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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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杨女士儿子近半岁大! 和不少妈
妈一样!她加入了新西兰奶粉代购大军!托
在新西兰工作的朋友! 为她将新西兰一品
牌奶粉邮寄过来!但最近行不通了$ &自新
西兰叫停奶粉代购后! 起初从新西兰邮寄
奶粉到国内需要身份证等证件复印件!现
在有证件也不行了$ )她为此很是焦急$

记者 !日在淘宝网上看到! 销售新西
兰奶粉的 E店商家多达数百家! 多数奶粉

店目前都在正常营业中$一商家客服称!目
前还有比较充足的库存! 因此销售也比较
正常$ 而一家经营新西兰 F@:6G@:CH可瑞康D

奶粉的网店已挂出公告! 称近期 F@:6G@:C

婴儿奶粉 -段%&段有可能断货!该店客服
表示他们店里还有一些存货!&建议您囤一
些!即使以后还有代购!但管得严了!代购
的人就少!价格就会上涨$ )

&货源紧张了!有微幅涨价$ )淘宝网上
的一家代购商徐女士说$ 她主要代购新西
兰可瑞康奶粉! 可瑞康 %段金装每罐 !月
%*日还卖 %"!元!!月 %+日&叫停)代购消
息出来当天每罐就涨至 %%*元$自两天前!

售价便调高到 %-*元$ &只有省着卖了!准
备限购了$ )

记者看到! 不少代购网店已打出 &限
购)&暂停发货)等字样$ 易趣网全球集市!

记者发现也已没有新西兰奶粉在出售$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姚建芳
昨日对记者表示!&目前海外代购的主要方
式是私人代购和官方代购! 新西兰的最新
政策显然对私人代购的影响很大$ )

;²�aÁÂ·¸�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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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新西兰奶粉就此
&绝迹)$

!日!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致电可瑞康奶
粉官方热线!对于可瑞康网络购买渠道!工作
人员表示! 可瑞康与京东%"号店都有合作!

同时淘宝商城也有一家授权销售商!消费者
可以从这些途径购买$工作人员称!新西兰限
购政策的出台!对于其正规官方出口没有影
响!也不会导致大幅度的价格波动$工作人员
说道!最近价格也有微幅上涨!主要是由于物
流成本的上涨!与&限购)政策无关$

姚建芳也表示!&像 "号店% 京东商城
之类的电商平台已有自己正规的货源渠
道!所以基本没受影响$ 从另一方面来说!

国内消费者对国外奶粉的依赖还是比较强
的! 所以官方代购或将成为很多代购消费
者的选择! 这也将给电商带来更多的代购
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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Í'ÎÏ´!海口市人民医院。Ð'ÎÏµÑ!广州龙达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Ò'ÎÏÓ°![项目一]海口公安监管医院即市医院滨江

分院一层改造工程（建安费1997437.05元）；[项目二]海口公安监

管医院即市医院滨江分院配套工程（建安费1182391.09元）；工期

均为30日历天。)'ÔÃÕ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项目一]要求具有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备建筑工程

专业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项目二]要求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

工总承包叁级或以上资质；项目经理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二级及

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不接受联合体投标。×'PØÕÖ!请于2012

年10月11日至10月17日17时止（工作日内），到海口市玉沙路

国贸中心5D报名，拟派项目经理本人携带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其身份

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安考A证、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安

全生产许可证副本、企业基本帐户开户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建造师

注册证及安考证B证，项目管理机构其它人员（技术负责人职称证及

身份证，施工员、安全员、质量员、资料员、造价员的岗位证及身份

证），外省企业须提供《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以

上材料核验原件收盖公章复印件。本次公告同时在海南日报和中国

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ÙÚ´!王工1838932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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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清澜书店项目施工于2012-10-9日已

按招标文件确定的评标办法和有关法规要求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

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依次如下：第一中标候选人为海南省文昌市

建筑工程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为海南盛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第三中标候选人为海南金盛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公示期为2012年

10月11日至10月15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文昌市监察局投

诉投诉，投诉电话：0898-63330481。

屯昌县2012年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存量、增量资金）农田

整治项目施工招标于2012年10月9日完成开评标工作，经评标委

员会评审，推荐中标候选人如下：Û $

ÏÜ!ÝÞß|àáâã.!①

江西省降龙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②四川星星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③云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Û !

ÏÜ!;äß|àáâã.!①

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②深圳市广汇源水利建筑工程有限公司。③

江西锦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Û

*

ÏÜ!aåß|àáâã.!①屯

昌水电建筑有限公司。②重庆西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③陕西联腾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Û

+

ÏÜ!æ�ß%aç'aè&|àáâã.!①

屯昌龙顺建筑工程有限公司。②海南石琼建筑工程公司。③海南盛腾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如有异议，可与中标公示发布的三个工作日

内向屯昌县监察局提出书面投诉。电话：6781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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Ó°

$

!木棉苑住宅小区室外附属工程（景观绿化工程）
Ó°

!

!木棉苑住宅小区室外附属工程（室外配套建筑工程）
Í'ÎÏ´!中共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办公室
Ð'ÎÏµÑ!海南远恒建设项目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Ò'ÔÃÕÖ!项目1要求具备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

以上资质，项目2要求具备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
质，项目经理具备二级及以上建造师资格；

)'PØÕÖ!拟派项目经理本人及技术负责人持法人授权委托
书及身份证到现场报名，报名时提供：1、营业执照正副本、资质证书正
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基本账户开户
许可证、法人身份证；2、拟投入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包括项目经理身份
证、执业资格证、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技术负责人身份证、职称证，其
他主要人员施工员、安全员、质检员、资料员、材料员、见证员、预算
（造价）员身份证、学历证、岗位证；3、省外企业还须由分公司负责人
持身份证、分公司营业执照、省外建筑业企业进琼分支机构备案手册。
（以上材料审核原件收加盖公章复印件，并按要求顺序装订成册，并注
明XX工程投标报名资料）购买招标文件。于2012年10月11日至
17日（节假日除外），到海口市世贸东路2号F幢904房报名并购
买文件。

×'ÙÚ´!徐先生 联系电话：6850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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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市教育局的文昌市第二小学教学综合楼工程施工招标，已于
2012年10月9日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第
一中标候选人：海南省文昌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泰盛
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福建省同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文昌市教育局的锦山中心小学教师周转宿舍工程施工招标，已于
2012年10月9日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
第一中标候选人：文昌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江
西威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抚州玉茗房屋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文昌市头苑供销社的职工保障性住房工程施工招标，已于2012年
10月9日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第一中标
候选人：海南省文昌市建筑工程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海南泰盛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海南恒鑫土木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文昌市土产日杂公司的职工保障性住房工程施工招标，已于2012
年10月9日完成了开标、评标工作，现将中标候选人公示如下：第一中
标候选人：文昌市第二建筑安装工程公司；第二中标候选人：珠珊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中标候选人：江西省第五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本公示期为 3个工作日（2012年10月11日～2012年10月
15日），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文昌市监察局投诉，电话：
0898-63330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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