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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工商银行海南省分行了解到#

日前该行与海南新华人寿保险公司正
式签署了$银保业务% 全面合作框架
协议& 这意味着今后银行理财产品将
与保险理财产品进行捆绑营销# 将更
合理的引导客户配置金融资产&

据介绍# 工行与新华人寿的全面
银保合作的内容主要包括' 工行各营
业机构将全面代理销售新华寿险产
品( 代理收付保险金等业务) 新华人
寿将以工行牡丹灵通卡( 理财金账户
卡作为其客户支付保险金等代理业务
的介质) 双方共同举办银保主题营销
活动 # 主动为客户提供综合理财咨
询 # 将银行与保险产品进行捆绑营
销# 引导客户合理配置金融资产等&

我省银行系统与保险系统的合作
由来已久# 但以前的合作范围非常有
限& 工行海南分行占据了我省理财产
品销售的半壁江山# 代理保险占了四
大商业银行代理销售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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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消息 据公布的成交结
果显示#北京今年

"

月成交土地
%

宗#

而今年
&

月和
"'()

年
&"

月的土地成
交数量分别是

!"

宗(

"&

宗#伴随于此
的是之前各地频现的土地流拍事件#

地产公司对土地的热情正在进入一个
不同于以往的新时期&

在今年
!

月初#远洋地产总裁李明
曾对记者表示'$在过往的历史当中#远
洋有

*(+

的土地项目是通过兼并收购
获得#这个比例在近期之内还会维持& %

种种迹象表明# 土地市场目前已经
从一个卖方市场变成了一个买方市场&

$现在拿出来再交易的地主要是
住宅用地& %乔志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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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住宅市
场强势上涨# 导致地产公司手上囤积
的大部分都是住宅用地&

$大量购买土地的前提是看好未来
市场& 开发商拿地的热情降低#说明他
们对市场不是那么自信了&这应该是一
个理性的选择& %前国土资源部地价所
所长邹晓云说'$如果按现在的政策继
续走下去#土地价格肯定是要降的& %

不过#$

)($

的土地供应用于保障
性住房(两限房(中小户型中低价位房
屋#这在一定的周期内是有效的& %邹
晓云说& !"经济观察报#$

本报综合消息 地产企业临阵叫
停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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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地房地产业引发的效
应开始显现&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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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裁
潘石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受国
际资本市场$惨淡%和国内宏观调控银

根紧缩的双重夹击# 中国很多房地产
公司将在百天之内产生剧变反映#并
进入前所未有的融资艰难期&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发行
部公开表示# 支持优质房地产企业通
过

,-.

或借壳上市等方式通过资本市
场实现做大做强& 但对募集资金用于
囤积土地(房源#或用于购买开发用地
等目的的

,-.

计划#将不予核准&

一边是刚刚大量囤地再包装上
市的企业融资受阻#一边是政府防止
股市资金与土地资本的风险对接&

可见#房地产业是正处于敏感时
期的高危行业& 据业内人士介绍#以

恒大为代表#今年排队境外上市的内
地房企的有

*(

多家# 准备募集
"((

亿
美元& $赴港房企的

,-.

推迟是一个
标志性事件#国际资本与中国房地产
融资的对接通道正在缩窄#而国内物
价上涨的压力下#政府会继续实行从
紧货币政策#近日人民银行又一次提
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就是最明显的
信号&所以房地产行业承受的资金压
力确实不小& %潘石屹称&

此外#潘石屹还指出#$目前国际
资本市场的状况非常不堪# 两个月
前#美国商界人士都非常悲观#但政
府人士从布什到鲍尔森都在不断给

大家树立信心& 但这两个月中#贝尔
斯登等事件令国际资本市场信心不
足&而中国经济日益紧密地与国际经
济相联系#也令这一形势对中国市场
的影响进一步加大& %

$中国房企所面临的金融环境是
非常困难的&%潘石屹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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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挫的
开发商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 但到
底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还需要观
察& 房地产企业可能面临的具体困境
包括' 公司负债情况是否已经十分危
急)产品定位是否符合市场需求#会不
会与保障性住房形成冲突及如何解决
按揭贷款等& !据%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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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军区医院前列腺研究中心专家组通过学术交流#充分吸取
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先进的技术和经验#集合

!"

多
位研究人员经过十几年的临床探索(技术攻关和潜心钻研#利用
分子细胞学介入等方法#对引起前列腺疾病的病因(病理(病毒类
型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综合十二种方法专门针对前列腺疾病
的脂质包膜(腺管内致病菌(病毒#经过万例前列腺的临床实践#

成功独创的$前列腺定位腔内透析技术%($三腺同治(三毒同清%#

将高效药物直接注入前列腺病灶组织#疏通腺管#调整腺体循环#

促进细胞新陈代谢#提高自身免疫力#迅速杀来各种致病菌)溶解
前列腺增生组织(回缩肥大腺体#提高前列腺液中正常抗菌因子
的吞噬功能#有效防止复发感染#完全打破传统疗法治标不治本
的弊端#标本兼治#被誉为$前列腺疾病的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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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药物经过会阴部直接注入前列腺组织
内#打破前列腺包膜这层屏障#直达病灶核心#达到其他方法无法
达到的局部药物浓度和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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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前列腺组织细胞增强#修复病变组织#

疏通前列腺瘀积组织#解除病菌质粒恢复前列腺的排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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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活血化瘀(清热解毒#畅通腺
管#消肿止痛& 促进病变组织修复#恢复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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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敏感药物在前列腺内形成高浓度的 $药物
池%#有效杀菌#冲刷腺管内病原微生物#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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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的抗
菌活性#消除前前列的各种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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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游走及免疫活性#深入病灶局部(有效
杀灭深层组织的游离病菌和细胞内炎症#改善排尿症状#提高细
胞内的钙(镁离子浓度(缩短肥大细胞生物周期#提高患者特异免
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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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程短(无痛苦#恢复快#一般
!89

次即可有效
治疗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肥大等症状#即使是十几年久治不愈
的前列腺疾病也一样可以恢复原有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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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治疗病毒疣并不难#前提
要查明病因#用对疗法& 目前我们通过生物学分型检测找出病毒
类别型号#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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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体疫苗疗法
:

病毒基因重组技术%#它的原

理是将患者所感染的病毒提取出来#根据分子生物学原理#经培
养(灭活(减毒等特殊工序#使之成为人类能够使用的病毒抗原)

不断地进行加工(人工合成#反复多次提纯#纯化而成疫苗& 疫苗
移植到患者体内#作为抗原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免疫性很强
的特异性抗体#干扰病毒的整合过程#阻止了病毒感染的扩散发
展#使病毒迅速失去活性及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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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性功能障碍主要有性功能减退(

性欲低下(勃起功能障碍!

;7

"(早泄(不射精(遗精(逆行射精等#他们
直接影响男性的自尊心( 夫妻感情和家庭稳定# 成为很成年男性的
$致命伤%&

国家三类注册的男性性功能康复治疗系统# 国际金奖产品勃
起功能诊断治疗仪# 是当代男性科治疗最理想的仪器& 它对非器
质性勃起障碍( 阴茎短小( 发育迟缓治疗效果明显& 对功能性阳
痿( 心理性的因高血压及糖尿病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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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射精症( 逆性射
精# 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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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皮过长(包茎属于男科疾病中常
见的病种且对身体健康带来一生影响'!

&

"阻碍发育)!

"

"易让泌
尿性感染的患者长期久治不愈或反复发作)!

!

" 影响性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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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女性妇科疾病及宫颈癌& ***事实上#包皮切除手术#已经
存在了几千年#发展到现在手术技术已经非常成熟& 目前普遍推
广的是微米刀融合外科整形美容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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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不休&'()

升值落空没入住又猛跌

日前#近百名业主聚集在一处楼
盘的售楼部#要求开发商给他们提供
房屋差价补偿& 业主王小姐介绍#自
己于去年

)

月在该楼盘买了一套二期
的房子#当时均价是

&<%

万元& 今年
"

月#开发商推出三期楼盘#平均售价
为
&=&

万元#同时还附带精装修& 这让
购买了二期房子的业主感到愤怒&

部分业主说# 当初他们之所以
选择在此购房# 就是相信这个楼盘
有升值的空间# 但没想到# 购房还
不到一年# 自己还没有入住# 房子
价格就猛跌# $我们要求开发商补
偿这之间的差价+%

一些业主希望可以退房& 李小
姐说'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是可以
退房&% 她说# 自己觉得这个楼盘的
房价跌得太快( 太猛# 难保以后不

会再跌# 希望可以全身而退&

另有部分业主希望开发商提供
增值服务进行补偿& $比如赠送精
装修( 停车位# 给我们免几年物业
管理费等&% 一位业主说&

开发商'要补差价不可能

负责该楼盘的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总监董小姐告诉记者# 对于业
主们的心情# 她个人表示理解# 集
团也决定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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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成立增值基
金# 为业主提供计划外的服务& 这
些计划外服务包括' 鉴于目前楼盘
所处位置公交不发达# 公司为小区
业主添置自行车) 筹划建立一个小
区幼儿园# 设立小孩教育基金) 引
进更多的商业设施和医疗配套设施
等& 但是# 对于业主们提出的补偿
房屋差价# 集团将不会同意&

董小姐解释#三期房价是根据目

标客户群的定位以及目前的市场整
体形势制定的# 这个价格是合理的#

并非公司故意降低房价& $这是一种
市场行为#并非开发商所为& %

第三方'讨差价( 不赞成

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崔律师
表示# 他自己并不赞成业主讨要房
屋差价补偿& 他解释# 如果业主和
开发商签订的合同不存在欺诈( 重
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地方# 而仅
仅因为市场原因导致房价下跌# 业
主要求开发商进行房屋差价补偿的
行为是不合法的& 他说' $如果换
一个角度# 现在的房子价格有了很
大的抬升# 难道业主会补钱给开发
商么,% 市民陈先生则说# 自己能理
解但不认同业主们的这种行为 &

$难道说# 你今天买了一台电视机#

结果# 过了几天# 你发现电视机降

价了# 你就要商场赔你差价么,%

万科送装修安抚老业主

"(()

年
5

月
#

日#万科第五园三期
开盘#高层单位映月居和揽月居以毛
坯房形式推出 # 均价

&*#((

元
>

平方
米)

"((#

年
!

月
&

日# 万科第五园对后
期推出的抚月居以及映月居(揽月居
剩余单位以全新精装修的形式销售#

均价下调到
&&9((

元&在降价同时#深
圳万科第五园启动了一个 $琢玉行
动%&提出对认购映月居(揽月居毛坯
房的客户#每平方米只需付

!((

元
>

平
方米就可以获得

&9((

元
>

平方米的精
装修) 对降价前购买抚月居装修房(

原定装修标准为
&(((

元
>

平方米的业
主# 则免费将其单位升级为

&9((

元
>

平方米的新装修&

?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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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 子购买不到一年! 自己还没入住! 均价就从购入时的
&=%

万元降到了
&=&

万元还送精装

修" 对此! 已购房的很多业主感到非常不满! 强烈要求房地产开发商补偿差价"

深圳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崔律师表示! 他自己并不赞成业主讨要房屋差价补偿" 他解释! 如果

业主和开发商签订的合同不存在欺诈# 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地方! 而仅仅因为市场原因导致

房价下跌! 业主要求开发商进行房屋差价补偿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房地产业百日内将有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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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支持房地产企业借壳上市等方式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做大做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