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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扬州市财政局"市房管局联
合出台通知!对个人购买成品住房进行
奖励# 此通知将从今年"月#日起执行!

执行期暂定一年$

据了解! 扬州对个人新购买的成
品住房! 建筑面积在$%平方米及以下

的! 对购房人给予所购房屋合同价款
&!$ 的奖励%对$%平方米以上&#!%平
方米以下的! 给予所购房屋合同价款
'($ 的奖励%对#!%平方米及以上&#))

平方米以下的! 给予所购房屋合同价
款)!$ 的奖励$ 而'房屋合同价款(仅

指房屋本身价款!不含车库&车位&公
共维修基金等价款#

另外!*日扬州房管局回应此新政
称!此举是为了推进成品住房!即'精
装修房(!避免二次装修资源浪费#

该局强调!扬州将继续严格执行

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加强房地产市场
调控# 根据通知!奖励资金由市区两级
财政各承担'%(#

业内人士蔡照明评论该政策称!扬
州拿出不到一个亿救市!但带来的税收
是!%个亿#

!!""

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总监张大伟
分析政策出台称!调控以来扬州商品房
成交量持续萎缩!房价应声下落#

国家统计局发布+月份新建商品
住宅价格指数!扬州同比下调了#,#(#

)月份扬州市区商品房合同成交面积
#!,'&万 -同比下降#,#"(#

量价齐跌让开发商看淡后市!土
地市场冷冷清清!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必
然受到影响#

据北京中原市场研究部统计!自
!%##年下半年来!北京&上海&杭州&重
庆&成都&厦门&武汉&合肥&南京&常州&

吉林&中山&长春&芜湖&广州从化&马鞍
山&沈阳等约有+%个城市出台了不同角

度的楼市微调政策#

政策微调内容涉及限购变化&土地
出让&普通住宅标准&税费优惠购房补
贴等! 不过部分城市政策一经报道就
'见光死(#

业内人士张大伟分析!限购令实施
不到两年时间!全国楼市已显惨淡# 尽
管中央明确表示房价不稳调控不止!但
救市呼声依旧在各地此起彼伏# 各出
奇招'松绑(对策是否能对抗中央决定!

目前来看从未奏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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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业人士对记者表示! 与白
银. /0交易相比! 白银期货的投资
门槛更高# 如果以上期所发布的白
银期货标准合约草案来看! 该合约
的交易单位为#'千克1手! 合约最低
交易保证金为合约价值的"(# '根据
惯例! 期货公司会在交易所规定的
最低保证金基础上再上浮+(2'(#

如按保证金#!(计算!普通投资者参
与白银期货的门槛约#万元# (广发
期货人士称#

记者从银行贵金属分析师处了
解到! 目前各大银行代理的上海金
交所白银. 30业务! 其交易单位为
#%%%克1手! 上海金交所规定的保证
金比例为#'(!各家银行会在此基础
上上浮几个百分点#

不过!作为杠杆类投资品种!白
银期货和白银.30最大的区别还是
涨跌幅限制# 兴业银行黄金分析师
对记者表示! 目前白银. 30的涨跌
幅限制为#!(!远大于上述白银期货
草案中规定的'(# '白银价格较低!

其投机性也更强!价格的波动往往比
黄金更剧烈# 白银期货涨跌幅较窄!

也就是说如果遇到白银价格剧烈震
荡!上期所的白银期货可能已经涨停
或跌停!而上海金交所的白银. 30还
可以继续交易#

业内人士建议!由于白银涨跌幅
度大! 白银期货更容易受到投机影
响!价格剧烈震荡# 所以市民应谨慎
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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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白银期货即将推出可能带
来的冲击!再加上近期上海黄金交易
所下调了多种贵金属交易手续费!银
行纷纷跟进 '降价(. 30品种手续费
来吸引投资者#

记者走访各大银行了解到!目
前多家银行已经调低了交易手续
费# 其中降幅最大的是招行和光大
银行! 单边手续费率都比此前调低
了% ,%#'(# 其他银行的降幅多在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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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贵金属投资的盛行! 银行
推出的贵金属交易品种不断降低了
投资门槛# '相对于白银投机氛围较
好!黄金的中长期投资价值更高!因
此银行在这方面的创新产品也层出
不穷# (银行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记者从各大银行了解到! 目前
有'家银行推出定投黄金的产品!门
槛最低为#%%元# 但'家银行对于定
投标的&定投金额&定投日期!乃至
回购的规定都各有不同#

除了广发银行的定投将标的为
上海金交所的标准金条以外! 其他
银行均是购买银行的品牌金条# 除
了农行明确不收取手续费以外!其
他银行都需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例
如工行开办'积存金(业务!则在买
入时要按照成交金额的%,'(收取手
续费!兑换现金或提取实物金时!则
再按照金额的#,'(收取手续费# 以
定投#克黄金为例! 收取约!元的手
续费!而提取实物金也要支付约&元
的手续费#

分析师也提醒! 黄金定投并非
是'万金油(!黄金定投的优势需要
一个重要的前提! 就是金价长期走
牛!因为定投属于被动投资!如果黄
金步入熊市! 则可能面临越投越亏
的窘境!如果是长期不涨不跌!理论
上定投时间够长之后也不赔不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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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保监会网站公布一季度保
险消费者投诉情况通报! 数据显示!

产险理赔难和寿险涉及欺诈误导是
消费者投诉的重头!而国寿和人保财
险分别位列寿险和产险投诉排行榜
的榜首#

数据显示! 在寿险违法违规类
投诉中!涉及欺诈误导的+*&个!占寿
险公司违法违规类投诉*!,+%(!是
寿险领域侵害消费者权益最突出的
问题#投诉居前的公司)国寿股份4"&

个 5&新华人寿 4&%个 5&平安人寿 4'$

个5&太保寿险和生命人寿4各!'个5!

其总和占人身险公司欺诈误导类投
诉的&+,)"(#

从涉及的险种看! 投诉分红险
最多4!)%个5!占人身险欺诈误导投诉
的&!,#*(!万能险))个!投连险!%个#

据介绍! 欺诈误导的具体表现
为!一是印制带有误导客户内容的宣
传材料%二是营销员在条款解释时夸
大承诺收益&不如实告知投保人权利
等%三是模糊保险产品和基金等其他
金融产品界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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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钱就能买一辆价值'万元的
小轿车!你信么+ 然而!记者却发现
高价收藏品虽然表面火爆! 难逃有
价无市的尴尬$

近日!记者来到青岛文化街!以
出售'背绿水印(一角的卖家身份走
访了几个店铺! 经过记者几番 '推
销(后!店铺老板都不敢收买!有一
名店主说到!'背绿水印一角赝品太
多了$ (邮币店主朱世亮告诉记者!

像这种贵币几乎无人问津!'背绿水
印(一角在青岛很难卖上去价格!可
能还会比'万的报价还要低!一般的
邮币爱好者也不会轻易出手! 所以
才导致了这种有价无市的现象$ 青
岛市集邮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第三套人民币发行于#$&!年!直
到!%%%年才正式停止流通! 在国内
的流通时间长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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