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季度末商业银行

不良贷款余额增725亿元

银监会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末，商业银行不

良贷款余额7669亿元， 较上季末增加725亿元；

不良贷款率1.16%，较上季末上升0.09个百分点。

关注类贷款余额1.8万亿元。

期市散户 财富神话可遇不可求

期货交易的舞台上，不应只有盛大庄严，不应

只有英雄赞歌，波澜壮阔的荣辱悲喜背后，那些

细碎的呻吟和枝梢的痛痒，更是一个市场的灵魂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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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有信心当好2016年G20峰会主席国

□

据新华社电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九次峰会16日

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继续举行。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讲话。

在讨论增强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议

题时，习近平指出，第一，继续改革国际金

融体系，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

进程。第二，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

逃避税，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提

高税收征管能力。 第三，深化反腐败国际

合作。第四，加大关注发展问题，树立以增

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发展观，支持

发展中国家发展。

在讨论能源议题时， 习近平强调，二

十国集团必须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战

略高度，建设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培育自

由开放、竞争有序、监管有效的全球能源

大市场， 共同维护能源价格和市场稳定，

提高能效， 制定和完善全球能源治理原

则，形成消费国、生产国、过境国平等协

商、共同发展的合作新格局。

习近平宣布，根据二十国集团在数据

透明度方面的共识，中方将定期发布石油

库存数据。 中方计划2030年左右达到二

氧化碳排放峰值， 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

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同

时将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帮助其

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在讨论国际贸易议题时， 习近平指

出，贸易保护主义损人不利己。 二十国集

团有能力、有责任推动建设统一、开放、

普惠的全球大市场， 推动多哈发展回合

谈判早日完成， 还要营造有利于各国发

挥特长、实现优势互补的贸易环境，帮助

发展中国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并获益。

与会成员领导人同意，抓紧落实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继续推进金融监

管改革， 采取措施确保国际税收体系公

平。建设反腐败合作网络，返还腐败资产，

拒绝为腐败官员提供避罪港。加强能源合

作，提高能效，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支

持可再生和清洁能源， 应对气候变化挑

战。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各种双边、区域和

诸边贸易协定应该互为补充、透明，帮助

发展中国家贸易发展。

会议宣布， 中国主办2016年二十国

集团领导人峰会。 习近平表示，中方有信

心当好2016年主席国及2015、2017年

“三驾马车” 成员，同各方一起把二十国

集团机制维护好、建设好、发展好。

沪港通开闸 A股走势三大猜想

□本报记者 张怡

期盼已久的沪港通今日成行。 在沪港通“通车” 的第一周，掺杂着对海外增量资金入市的期盼以及对利好兑现的担

忧，高位震荡中的A股市场将如何演绎？

猜想一：“二八”剪刀差有望逐步缩小

沪港通开通，将通过两地资本市场的连通使得估值逐步趋同。受此逻辑影响，此前A股已在预期推动下发生了估值切

换，估值较低且价格较低的“二” 类股票大多出现连续上涨，估值相对较高的中小盘股则纷纷遭遇资金撤离，市场二八分

化格局凸显、剪刀差越来越大。沪港通开通后，这种剪刀差扩大的态势有望逐步结束，“二八”琴瑟和鸣的格局大概率逐步

显现。

首先，AH股已经呈现出溢价状态，蓝筹股已经“不便宜” 。 前期沪港通从测试开始，已推动大盘蓝筹股连续上涨，恒

生AH股溢价指数从7月24日的多年以来的低点88.72点逐步攀升，至11月11日已触及阶段高点103.15点，近期也保持在

100以上的位置，上周五最新收报101.56点。 如果支撑“二” 类股票大涨的核心因素在于其估值相对香港市场的折价，那

么经过连续大涨,当前AH股的溢价状态则意味着蓝筹股已“不便宜” 。（下转A04版）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方案已上报

□

本报记者联合报道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中澳自贸区谈

判近期取得实质性进展，谈判结果发布或

临近。 此外，中韩自贸区谈判在日前结束

实质性谈判后， 目前已进入冲刺阶段，年

内有望完成谈判并签订自贸协定。

相关人士表示，中澳、中韩等自贸谈

判的加快有助于推进我国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相关部门已

拟定完成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方案

并上报。 内容主要包括：深化与沿线国家

贸易合作、 推进自贸区建设和区域次区

域合作、扩大服务贸易合作等内容。

中澳自贸谈判取得新进展

中澳自贸区谈判于2005年启动。 截

至今年5月，双方已经举行20轮谈判。 中

国证券报记者获悉，近期中澳自贸区谈判

取得实质性进展，谈判结果发布或临近。

业内人士表示，深化基础设施合作，

加强农牧产品生产加工、 仓储物流等全

方位合作是中澳自贸协定谈判的重点。

考虑到中澳双方在资源、 能源和农业领

域互补性很强，教育、旅游和文化交流的

关系越来越密切， 加快推进自贸谈判进

程有利于推动双方进一步加强这些领域

的合作。

中澳自贸协定还将涉及外国投资审

查门槛条款。 业内人士表示，在外国投资

审查方面，澳方政府正在考虑对中国企业

审查采取更加宽松的模式，尤其是针对在

澳进行绿地投资的公司以及运营透明度

较高的上市公司有望放松审查。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中澳企业

间农业与食品安全百年合作计划谅解备

忘录》有望很快签署。 这意味着，中澳农

牧业与食品加工领域的合作将率先启

程。 （下转A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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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部署

加快推进价格改革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15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推

进价格改革，更大程度让市场定价；

决定实施普遍性降费，进一步为企业

特别是小微企业减负添力；确定促进

云计算创新发展措施，培育壮大新业

态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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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周刊

黄金大博弈：“央妈”

接棒“大妈” 入场抄底

下半年以来， 国际金价持续下

挫，目前已跌至四年新低。 去年刷新

购金记录的中国大妈，并未再度疯狂

抄底，而是捂金待涨。

在美元升值背景下，国际投行几

乎一致看空黄金市场，狂呼国际金价

“没有底线” 。 而背后，印度、美国等

国“大妈” 却步“中国大妈” 后尘疯

狂吸金， 俄罗斯、 哈萨克斯坦等国

“央妈”也大肆进行囤金。 已跌破国

际平均成本的金价，真的没有底线了

吗？ 即将进行的瑞士“黄金公投” 能

拯救金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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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筹受追捧

资金涌入481只股票

在年内第三轮逼空行情中，投资者谨慎情绪明显增强，绝大多

数交易日市场净流出金额在百亿元以上。 不过，期间仍有部分股票

获得投资者青睐，累计有481只个股获得资金净流入。 从行业特征

看，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金融、地产、有色金属、汽车等蓝筹板块。

受资金情绪影响，行业区间涨跌幅与市场资金进出方向大体一

致。 如申万非银金融指数区间上涨18.99%，领涨全部行业板块；银

行板块涨幅也达到11.20%，位居行业板块第五；国防军工、电子、

传媒、医药生物、计算机逆势下跌，在大盘创新高期间跌幅分别达到

4.60%、2.52%、2.40、1.65%和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