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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房地产投资前景列亚太第二

１１月上海楼市明显升温 成交有望突破９０万平方米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徐可奇“ 大炮”任
志强近期频频
“ 开炮”，
放言明年房价将大
涨并引发各方关注。而国际投资者给出的
最新预判是，未来１２个月上海房地产市场
的发展前景被持续看好。昨日美国的城市
土地学会和普华永道发布的《 ２０１３年亚太
区房地产市场新兴趋势报告》显示，
上海位
列亚太地区房地产投资前景排行榜第二，
同时位列房地产开发前景排行榜第四。

本报资料图 记者 张瑞麒 摄
数据来源：德佑地产

上周上海房地产成交数据统计
全市商品房成交套数
全市商品房成交面积

成交数据
２２９１套
２６．５９万平方米

环比上涨
４６．２％
３４．５％

动转型，国际投资者注意到了消费在国内
的崛起，因此上海的零售物业投资前景也
在亚太地区排名第二。

楼市现状：
本月上海成交量超预期

在房地产业内素有
“ 大炮”之称的任
志强最近频频
“ 开炮”，多次对外表示明
年３月房价将会暴涨，并且罗列出四大理
由：土地负增长之后房价必然暴涨；限购
国际投资者：
令未限住需求，供需矛盾导致房价暴涨；
看好上海房地产投资前景
北京、上海商品房库存量已经少于六个
月，若降至三个月将引发恐慌；限购令堵
据记者了解，这份报告是通过对４００
住二手房补充市场供应的路。
多位国际知名的房地产行业专业人士的
而上海楼市最近的成交状况也呈现
调查而形成的，具体包括投资者、基金经
理、开发商、物业公司、贷款机构、经纪人 出明显升温的迹象。据德佑地产数据显
示，
上周全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为２６．５９万
和咨询顾问等。
平方米，环比上涨３４．５％；成交套数２２９１
报告显示上海的写字楼和零售物业
环比上涨４６．２％。上周全市商品住宅成
仍然是境外资金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 套，
交量不但达到了近２１周的最高点，并且是
首选。从供应来看，上海仅有５０００万平方
英尺的甲级和乙级写字楼，而纽约与东京
今年单周成交第二高的纪录，成交的大幅
的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存量面积分别高达 回升得益于刚需楼盘的发力。
４．５亿和８亿平方英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 １１月的成交势头目前已超出人们的
上海的房价相对较高而且市场相对饱和， 预期。”德佑地产研究主任陆骑麟认为，
截
另外监管机构对境外房地产投资的开放 至本月２５日，全市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已经
条件也日益严格。
达到７９．６万平方米，最终成交量很可能突
普华永道亚太区房地产税务主管苏 破９０万平方米，达到年内的第二高点。加
国基分析，中国政府正在推动经济增长模 上近期刚性需求入市积极性较高，年末楼
式从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型向消费驱 市成交有望继续保持在相对高位。

》收藏动态

为扩张 银行抢跑电子理财

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正成为市民理财新渠道
本报讯 记者 沈梦雪 随着银行间理
财市场战役的逐渐升温，各家银行在临近
年末全力扩张市场规模的势头也愈加显著。
近日，
不少银行纷纷推出或升级电子理财渠
道，
特别对于网点数量处于劣势的外资银行
来说，
发力网上银行、
移动终端等电子银行
渠道来抢占理财市场更是当前重点。
日前，浦发银行率先在业内推出了企
业手机理财服务，支持企业手机银行、公
司网银、银企直连和柜面多渠道查询和购
买企业理财产品，并且将于１２月３日９：００
起面向企业客户推出
“ 电子渠道专属理财
产品”。记者了解到，此次推出的企业电子
渠道专属理财产品共两款：发售时间分别
为１２月３日—１２月５日和１２月１０日—１２月１２
日，投资期限均为３５天，起点金额为５０万
元人民币。
相比中资银行近年来对电子理财渠

道的深耕，外资银行也不甘示弱。近期，汇 网银灵活便捷地进行外币投资。
除了汇丰外，渣打银行此前也已全面
丰银行推出了内地外资银行中首个理财
产品在线交易平台，成为内地最早开始通 升级了其个人客户电子银行服务方案——
—
过网上银行为个人客户提供财富管理服 “ 逸账户”。
“ 逸账户移动银行”能够让客
务的外资银行。记者采访了解到，汇丰中
户通过ｉＰｈｏｎｅ直接登录渣打个人网银，随
国此次首推的为
“ 双币投资”网上申购平
时随地掌控账户信息、进行交易；其
“ 逸账
台。
“ 双币投资”是结构性投资理财产品， 户借记卡”可以通过银联以及支付宝便捷
挂钩外币汇价变动。投资者可以在一个星
实现网上支付、
缴费、
还款等多项交易。
期至一个月范围内灵活选择设定投资期
对于银行纷纷发力电子理财渠道的
限，根据即时汇率市场情况和对汇率市场
势头，汇丰中国零售银行及财富管理业务
短期走势的看法，从多达１０种货币中自行
部总经理陈静君向记者表示，网点的劣势
选择投资货币与挂钩货币的协定汇率。该
对财富管理业务制约依然存在。
“ 与对公
产品适合拥有一定的外汇投资相关经验、 业务不同，零售业务基本要靠网点的铺设
有中等或以上风险承受能力、有外币投资
才能更好获取客户数量的增长。所以此次
需求的投资者。对于已在汇丰中国服务网 ‘ 双币投资’网上申购推出后，我们将继
点购买过
“ 双币投资”，满足风险承受能
续借助互联网科技，在符合监管要求并且
力评估等相关购买要求并成功开通网银
控制风险、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适时推出
交易的投资者，即可根据自身需求，通过
更多的理财产品网上交易平台。”

平安淘宝联名信用卡全新上市
本报讯 通讯员 程阳 “ 双十一”淘
宝狂欢节直接带动了网购井喷，快节奏的
都市人已越来越难以抗拒这种快捷、方便
又划算的线上交易。平安银行日前全新推
出平安淘宝联名信用卡，专为淘宝达人们
量身定制。通过
“ 淘积分、淘权益、淘快捷、
淘安全”这四大专属功能，平安淘宝卡给
用户带来最畅快的淘宝消费新体验。

服务，利用
“ 淘积分”功能，客户可以轻松
赚得万里通积分，且上不封顶。１元消费对
应１个积分，所累计的积分，既可在平安万
里通积分网站上兑换礼品，也可直接使用
积分在淘宝上继续购物，双重优惠任客户
自由选择。与此同时，拥有平安淘宝卡，用
户还可畅享全国２７个城市看电影１０元起，
以及千余家餐饮、购物折扣商户。

最近专为网购申办了平安淘宝信用卡，虽
然因出差错过了折扣多多的双十一网购
节，但利用平安淘宝卡的支付宝金账户购
物特权，林小姐在淘宝买到了不少折扣商
品，累计的购物积分还顺带购买了个小首
饰，比同事们双十一抢来的商品价格还要
实惠。
据统计，近３年网络交易规模增长超
过２００％，不少线下知名企业纷纷加入到电
轻松跻身淘宝
“ 特权族”
一键搞定快捷支付
商行列。专家预测，未来２—３年内，
信用卡
按照淘宝网购规则，普通用户要累计
平安银行的高效、安全的金融产品特 网络交易笔数将超过线下笔数。今年的
完成１００笔或５０００元支付宝交易，才能变身 色也继续在平安淘宝卡的功能中得以延 “ 双十一”大促销，淘宝、天猫交易总额达
亮闪闪的淘宝金账户。而平安淘宝卡将使 续。平安淘宝卡将自动开通快捷支付，卡 １９１亿元，是去年同期３３．６亿元的５．６倍；而
“ 双十一”当天网络交易
客户直接变身淘宝
“ 特权族”。用户只需激 片一旦激活，便可根据客户证件号匹配其 平安信用卡今年
活卡片，
并完成淘宝支付宝快捷支付绑定， 保留在支付宝的证件号，自动关联快捷支 笔数首次超过线下笔数，交易额为去年同
便可随时手动点亮金账户，享受支付宝金 付，无需额外申请，淘宝购物轻松一键搞 期的６．５倍。
平安银行介绍，平安淘宝卡是紧跟网
会员所有特权，包括支付宝特权、购物特 定，更便捷也更省时。此外，平安淘宝卡也
权、
生活特权、
购物特权和理财特权等。
将通过实时短信提醒和７２小时失卡保障， 络化消费潮流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的重
要举措，也是抢占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
平安淘宝卡的超值之处，还在于它打 全面保障客户的网上交易安全。
通了平安银行和淘宝网的双重特色优惠
爱上网淘宝的外贸公司职员林小姐 先机，迈向最佳商业银行的坚实一步。

蛇年金银币低开小涨
本报讯 记者 沈梦雪 实习生 李晓
迪 蛇年脚步渐近，其纪念金银币在市场
上也受到关注。近日，记者从卢工邮币卡
市场上了解到，目前金银币市场整体低
迷，但由于年末礼品市场刚性需求的渐
起，蛇年纪念金银币在近期成交量较好，
价格微涨。
记者了解到，卢工市场上，蛇年金银
币在两周前已陆续到货，几乎每个经营金
银币的摊位都有。蛇年本色金银币套装的
发行价是２６５０元，现在涨到３０５０元，彩色
金银币从２９００元左右的发行价在近期涨
到了３３００元，扇形金银币套装目前７０００多
元，梅花金银币也从１３０００元的发行价上
涨到１５０００元。
对此，鑫泰钱币商家张老板告诉记
者，在这套蛇年金银币中本色金银套装涨
幅较大。
“ 目前在金银币市场上，
只有蛇年
纪念币较热。我最看好的是梅花蛇年金银
币套装，在几种套装中发行量最少，但是
现在大家收藏最多的是圆形。
”不过，
张老
板也坦言，不看好蛇年纪念币的后期走
势，
“ 礼品市场消耗差不多后，
价格可能还
是会回落的。”
不过，
钱币评论家如意则认为，
５盎司彩
银蛇纪念币后期将有上涨空间。他告诉记
者，
蛇年纪念币相比龙年低开，
现在小幅上
涨，
随着春节到来，
礼品消耗带动蛇年金银
币进入相对活跃时期。
“ 在蛇年纪念币中，
我
个人比较看好５盎司彩银，面市价是５０００多
元，
曾跌至４７００多元，
最近小幅回升至４８５０
元，
还未回到发行价，
而５盎司彩银龙最高曾
达９０００元，
目前维持在６０００多元。所以说５盎
司彩银蛇后期还会有上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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