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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自貿區擬採用國際法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稱，中國領
導人一直商議在自貿區內首次採

用國際法律體系，以此吸引外企，但目
前未有結論。內地本周六至下周二召開
十八屆三中全會，外界預期本次會議上
料將採取行動，以便在全國範圍內啟動
多個自貿區。雖然三中全會可能為改革
提供政策平台，但制定細化的規定可能
還需要一段時間。

報道認為，在自貿區實行國際法，對
於吸引外資公司入駐將會產生很大影
響。新加坡星展銀行和花旗集團是最早
一批入駐上海自貿區的外資銀行。其他
跨國銀行和公司私下表示，如果中國允
許實行與台北、新加坡和迪拜類似的特

別法權，它們也願入駐。
一位歐資銀行駐香港的跨境交易商服

務主管表示， 如果自貿區採取相似的
法律體系，我們會看到公司和銀行會痛
快地直接入駐。否則，我們看到的可能
只是跨國公司象徵性的入駐。

另外，參與上海自貿區總體方案設計
的王新奎在2013中國國際工業博覽會
WTO論壇，暨上海WTO事務諮詢中
心顧問委員會年會指出，自貿區總體方
案裡提到的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利
率和匯率市場化等，其含義是要進行功
能性的改革，即解決投資便利化的問
題， 不是說今天一個政策下來，明天
就可以看得清楚這個政策可以帶來什麼

利益。 他指出，上海自貿區的試驗不
能失敗，因為這是國家戰略，將來要在
全國推廣，所以必須謹慎周全。

王新奎並強調，上海自貿區和WTO
並不矛盾，它是全球投資貿易規則重構
的過程的一部分，區域性的、成員方採

取的改革行動都是利於多邊談判的。
但WTO本身面臨一個挑戰，它過去

主要是貨物貿易為主，而且是在貿易領
域，現在的主要問題是服務貿易，特別
是投資領域，這些問題怎麼納入多邊，
能否在WTO原來的多邊平台上包含進
去，這是一個有待進一步觀察的問
題。

中石化母擬百億增持A股

A股衝高回落 金融股弱勢拖累
滬深兩市昨

呈衝高回落走勢 早市在中石化獲母公司增持消息帶
動下 石油 煤炭 頁岩氣等能源股拉升股指衝高
但市場擔憂銀行業同業治理或影響流動性預期 股指
跳水 券商 地產 銀行等板塊殺跌引領股指跳水
深成指跌近2% 滬指再度考驗半年線 收盤滬指收報
2,139點 跌幅為0.82% 成交865億元 人民幣 下
同 深成指收報8,287點 跌幅為1.94% 成交1,009
億元
中石化5日晚公告稱 控股股東中石化集團已增持

606萬股 約佔總股份0.005% 未來擬增持不超過

2% 受此消息影響 兩市小幅低開後 兩桶油 中
石油 中石化繼續充當護盤主力 中石化漲超2% 兩
日累計漲超4.4% 引領石油 頁岩氣 煤炭等能源股拉
升股指兩度衝高 但是金融股全線大跌拖累股指

有報道稱 銀監會有關規範同業業務的管理辦法接
近成熟 擬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後正式下發 要求
各銀行從風險控制上對同業業務加大計提撥備 同時
銀監會擬叫停買入返售的 三方合作協議 分析人
士認為 上述報道內容的同業業務治理將造成明顯的

流動性壓力 與此同時對多家銀行淨利潤產生明顯衝
擊 不過對在目前疲弱的經濟環境下出台力度如此之
大的政策的可能性持謹慎態度 受銀行業同業治理或
影響流動性預期影響 昨券商股跌1.7% 地產跌
1.61% 銀行跌1.31%

教育傳媒股跌3.07%領跌兩市 致創業板指昨跌
1.45% 汽車股跌超2% 兩市行業板塊除煤炭石油和
鋼鐵上漲 其餘均告下跌 個股方面 兩市僅600餘個
股上漲 但仍有24股漲停 無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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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內房企公
布10月銷售數字 碧桂園 2007 昨表示 今
年首10個月共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797億元
人民幣 下同 已超出全年合約銷售目標
620億元的28.5%

融創中國 1918 指 截至本年10月底實現
合約銷售金額466.4億元 按年增70% 已貼近
主席孫宏斌早前表示500億元之目標 達標
93% 10月合同銷售金額62.5億元 合同銷售
面積約28.7萬平方米
合景泰富 1813 公布 首10個月的權益預

售總額按年增33.8% 至134.18億元 已達全
年預售目標84% 10月份歸屬於公司之單月預
售額14.82億元 按月跌4% 按年升17.7%

中渝置地 1224 稱 首10個月累計合約銷
售金額76.11億元 按年升31% 10月錄得合
約銷售金額8.27億元 已售建築面積9.95萬平
方米
同時 評級機構穆迪指出 在住宅剛性需求
穩定和市場氣氛好轉的支持下 今年前9個月
內地累計合約銷售額按年增34.5% 19家受評
開發商累計合約銷售額按年增32.6% 達到
7,370億元 9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差不
多全部上升 北京 上海 廣州和深圳等一線
城市9月份的按年增幅更達20%以上

中移動北京開賣4G手機

中國移動 0941 旗下
北京分公司昨日在網站上公布 於昨日起正式開售支持
TD-LTE網絡的4G手機 這使中國移動成為中國三大電
信運營商中首家開始公開售賣4G手機的電信公司
根據北京移動的網站公告顯示 本次開賣的機型包括
三星N7108D和索尼M35t等多款手機 均可支持中國移
動的TD-LTE網絡 用戶只需到指定的10個移動營業廳
辦理合約方案或裸機方案 就可免費更換成為支持4G網
絡的USIM卡

中國首富2.2億買畢加索油畫
據彭博消息 佳士得拍賣行表示 中國

首富王健林在紐約時間5日的拍賣夜場中 以2,820萬美
元 約2.2億港元 拿下畢加索畫有兩個幼子Claude和
Paloma的作品
這幅創作於1950年的油畫估價900萬－1200萬美元

王健林的成交價比最高估價還高出1.35倍
本場拍賣收入共計9,250萬美元 加上上午場的2,120

萬美元 共計1.137億美元 比原先估計的1.714億-2.443
億美元的區間下限還少了34% 在本次可供拍賣的155
件作品中 有29件流拍

中石化 0386 昨公告稱 母公司中石化集團周二已在二級市場
增持公司A股 計劃未來12個月內繼續在二級市場增持股份 累計增持比例不超
過公司總股本2% 若按現有股價 集團投入增持的資金量將超100億元人民幣
中石化A股收升2.16% 收報4.72元人民幣 H股昨收升0.468% 報6.44港元

公告顯示 中石化集團周二通過上交所系統買入方式增持公司A股606萬股
約佔公司已發行總股份的0.005% 增持後 集團直接和間接持有公司的股份數

量為860.95億股 約佔公司已發行總股
份的73.860%
公告稱 考慮到公司價值以及當前公司

的股價 中石化集團自2013年11月5日起
擬在未來12個月內以自身名義或通過一致
行動人在二級市場增持公司股份
截至三季度末 中石化總股本為

1,165.65億股 2%股份相當於約23.31
億股 若以周二收盤價4.62元計算 中
石化集團若增持2% 需要資金107.2億
元

由於大盤藍籌股近期表現一直低迷
不少藍籌股大股東紛紛宣布增持 例如
四大國有銀行的大股東中央匯金公司近
期已宣布出手增持 三季度增持四大國
有銀行股份近億股 其中 匯金對中行
3988 增持力度最大 增持股份
4,353.87萬股

內企怪招冧小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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