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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维科技术

通葡股份

雅运股份

永新光学

长春燃气

五洲新春

名称
宝德股份

大东海A

博云新材

蓝海华腾

名雕股份

德联集团

收盘价
6.12

4.71

19.13

54.55

6.39

11.24

收盘价
7.33

8.21

7.01

12.38

20.52

4.39

涨幅（%）
10.07

10.05

10.01

10.00

9.98

9.98

涨幅（%）
10.06

10.05

10.05

10.04

10.03

10.03

名称
园城黄金

海正药业

航天信息

中铝国际

汇得科技

天永智能

名称
雏鹰农牧

美亚柏科

长鹰信质

捷佳伟创

明德生物

联诚精密

收盘价
6.02

10.44

27.20

9.28

45.95

26.13

收盘价
2.66

17.69

15.55

28.15

61.43

35.09

跌幅（%）
-10.01

-10.00

-9.99

-9.99

-9.99

-9.93

跌幅（%）
-10.14

-10.02

-10.01

-10.01

-10.01

-10.00

名称
农业银行

中铝国际

包钢股份

洛阳钼业

紫金矿业

三一重工

名称
中弘股份

乐视网

京东方Ａ

中兴通讯

分众传媒

东方财富

收盘价
3.63

9.28

1.50

4.43

3.45

8.20

收盘价
0.95

3.94

3.22

18.36

7.68

10.43

成交额（万）
49723

127550

19346

53297

36191

77878

成交额（万）
67620

164576

65509

272828

104216

142778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5.450

5.880

12.720

8.010

8.850

4.370

6.740

4.450

7.090

涨跌幅（%）
-1.62

-0.68

0.00

-3.84

+2.19

-0.68

-0.30

-1.33

-0.84

成交量（手）
21295

82024

16347

85926

393053

6316

4933

87049

10068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售票处售票处

飞机票、火车票、旅游、签证、租车、订酒店
特价机票特价机票

移动POS上门刷卡24小时服务 市内免费送票 招聘订票员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苏晓 毕子甲）9月14
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香港房地产如何告别“公
摊面积”》的报道。

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房地产交易制度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内地房地产交易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甚至有
观点认为“公摊面积”的概念就是源自香港。

不过，2013年1月1日起，香港实行住宅物业销售新
规，要求二手房销售先行提供“实用面积”（相当于内地

“套内面积”）。当年4月29日，《一手住宅物业销售条
例》正式推出，新规扩展至新房。香港房地产销售由此
彻底告别“公用地方”（相当于内地“公摊面积”）时代。

调研中，记者采访了当年参与推动香港房地产市场
成功转轨的学者、香港城市大学建筑科技学部高级讲师
潘永祥。“过去能接受公用面积主要因为涉及面积不大，
主要是楼梯、电梯。”潘永祥表示，近二三十年，香港大型
地产项目增多，“甚至出现超过1万平方英尺（约929平
方米）的绿化公园”，伴随而来的“公摊面积”费用问题变
得难以忍受。

“公摊”积弊之一在于便于开发商“暗箱操作”，不够
公开透明；之二在于建筑面积价格失去对购房者的指导
作用，比较不同楼盘建面价格变得意义不大。

“公摊”模糊积弊重重，统一明确房地产销售计价标
准成社会共识，推行“套内面积”成时代要求。2008年，
时任香港测量师学会产业测量组主席的潘永祥，推动香
港房地产行业厘清“实用面积”概念边界，被特区政府采
纳。特区政府以地政总署“预售楼花同意方案”和香港
地产建设商会为抓手，强制要求开发商再售新楼盘时严
格参照标准提供房子的“实用面积”。

特区政府还就新型计价方式征求公众意见。2011
年11月底，特区政府邀请民众为条例草案提意见。条
例草案明确规定改用“实用面积”作为新房销售的唯一
计价方式，正式将“实用面积”表述纳入法规。

将“公摊面积”排除在计价体系之外，需克服的最大
阻力来自开发商。香港中原集团主席施永青回忆说，当
时有开发商提出改革可能导致单位面积价格骤增。

潘永祥认为，推行“套内面积”计价模式将导致房价
上涨，这种理论纯属“偷换概念”，计价单位转换并不新
增购房成本，关键在于做好社会解释工作。

新房销售计价方式向二手房市场自然传导，带动整
体购房市场计价单位日趋统一、完善。特区政府一手住
宅物业销售监管局介绍，条例实施后，一手住宅物业卖
方严格遵守规定，在售楼说明书、价单和广告中，采取

“套内面积”作为唯一计价单位，逐渐破除过去“公摊面
积”模糊导致的市场沉疴。

不仅如此，这些房屋其后转入二手房市场买卖，亦
继续采用“套内面积”计价，并逐步带动二手房市场发生
相应转变。“套内面积”最终成为香港房地产交易市场的
主流计价基准。

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的前提下，该如何实现房屋销
售计价体系平稳合理过渡？特区政府推行了多项主要
措施。

合理设置过渡期。为确保平稳接轨，特区政府设定
条例正式生效前10个月为社会过渡期，向市场传递清
晰信号，帮助各方做好适应新计价方式的准备工作。潘
永祥介绍，正式实施先从新房严格试点，给二手房市场
以适应准备期，准备期内允许二手房交易采取“套内面
积”计价和“建筑面积”计价并行的方式。

发动力量推广普及。推广期间，特区地产代理监管
局强制要求各房地产中介销售过程中向二手房购房者
提供以“套内面积”和“建筑面积”分别计价的双份售价
资料。特区差饷物业估价署备有全港所有经评估的二
手房“套内面积”资料，供社会查阅。

以法律法规形式厘清关键概念。专家学者强调，
通过法律法规统一厘清“建筑面积”“套内面积”“公摊
面积”等关键概念，是确保销售计价体系成功转轨的重
要一步。施永青认为，统一划定相关概念的重要性甚
至远远大于计价体系转轨本身，包括政府、开发商、房
地产中介及其他专业团体在内的市场各个环节采用的
标准整齐划一是保证市场公平透明有序的基础。

德国大众集团13日宣布，明年将停产
甲壳虫车型。

大众集团美国公司说，大众集团位于
墨西哥的工厂 2019 年 7 月生产第三代甲
壳虫的两款特别车型后，甲壳虫车型将停
产。

甲壳虫车型 1938 年诞生于德国。11
年后，这款车型进入美国市场，成为实用
性出行的象征，颇受嬉皮士欢迎。

随着美国迪士尼电影《万能金龟车》
1968年上映，甲壳虫获得更多欢迎。影片
中，主人公驾驶的大众赛车不仅有自己的
思想，而且个性可爱。

1979年，老款甲壳虫在美停售。1998
年，大众集团在美国市场推出更加现代的

“新甲壳虫”车，主要吸引女性消费者。
2012 年，大众集团改进新甲壳虫车

型，以贴近男性消费者。改进后的车型在
美国销售的第一年，销量增长5倍至将近
2.9 万辆。此后销量不断减少。2017 年，
大众在美国售出1.5万辆甲壳虫。

现阶段，大众集团暂无延长甲壳虫
“寿命”的计划，但不排除会有这种可能。
大众集团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欣里希·韦
布肯说在声明中说：“我会说‘绝不说绝
不’。”

随着美国消费者对汽车的兴趣逐渐
转向大型车，轿车近年来在美国的销量不
断下滑。

凯利蓝皮书公司和汽车交易商公
司执行出版人卡尔·布劳尔告诉《今日
美国报》记者，对于大众集团声明感到
惊讶或失望的人最好做好准备，“在今
后数月，更多车企将宣布取消更多标志
性车型”。

大众集团已将重点转移至运动型多
功能车（SUV）和电动车。投资者正向大
众集团首席执行官赫伯特·迪斯施压，要
求提升盈利能力。

英国媒体本月早些时候报道，美国福
特汽车公司已经制订计划，裁减上万人并
淘汰“蒙迪欧”等知名车型。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丁雅
雯）阿里巴巴宣布在马来西亚建设数字
自由贸易区；京东与泰国零售企业尚泰
集团成立合资公司，在当地提供电商和
金融科技服务；腾讯投资新加坡本土电
商企业 Shopee；中通、百世等物流企业
进军东南亚市场……这
些迹象显示，电商物流
企业正加速“掘金”东南
亚市场。

公开资料显示，阿里巴巴、京东、腾
讯在东南亚电商领域的投资涉及电商
平台、支付、旅游服务、网络约车、点评
服务等。战略性较强的投资包括：阿里
巴巴投资电商企业 Lazada，腾讯投资电
商企业 Shopee 等。Lazada 和 Shopee 均
为新加坡本土电商企业，在印度尼西
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新加

坡均开展业务。
美国互联网企业亚马逊、“脸书”

等也加速了对东南亚市场的布局。
据了解，亚马逊和“脸书”先后以不同
的形式加大对该地区的投入。今年 7
月，亚马逊宣布在新加坡启动两小时

派送服务，将在新加坡运营大型分拣
中心，以赶上东南亚快速增长的网购
热潮，抢占该地区市场。“脸书”的在
线交易商城也在东南亚多个国家上
线。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究院在
《2017年世界电子商务报告》中指出，东
南亚是全球 B2C 电商发展第二快的市

场。未来十年，电子商务年复合增长率
在32%左右。到2025年，东南亚电子商
务市场规模将达到880亿美元，占社会
零售总额的6.4%。

谷歌和淡马锡控股有限公司的调
研结果显示，到2020年，东南亚的网民

人数有望从2.6亿增长至
4.8亿。这预示着该地区
的电子商务市场规模将
有望从2015年的55亿新

元（约 40 亿美元）增长到 2025 年的 880
亿新元（约643亿美元）。

业内人士指出，东南亚的电商发展
政策环境、市场环境较好。智能手机、
4G移动网络、线上支付等逐步成熟，加
上之前东南亚大部分国家，线下的零售
基础设施不是很发达，因此电子商务在
东南亚整体发展较快。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记者
郁琼源 陈炜伟）最近老百姓明显感
觉到物价上涨。国家统计局新闻发
言人毛盛勇14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
会上表示，最近两个月价格涨幅确
实有所扩大，特别是8月份。涨幅扩
大的主要原因是猪肉和蔬菜价格上
涨比较多。

数据显示，8 月份，全国居民消
费价格同比上涨 2.3%，涨幅比上月
扩大 0.2 个百分点，环比上涨 0.7%。
1月至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
比上涨2.0%。

毛盛勇说，总体来讲物价属于
温和上涨的水平。其中蔬菜价格上
涨主要是由于 7、8 月份全国大范围
雨水、部分地区台风给蔬菜的生产
和运输带来一定的影响，造成蔬菜
价格出现一定波动。进入9月份，这
些短期因素将消失，再加上蔬菜的

生产周期比较短，蔬菜的供应能够
跟上，蔬菜价格大幅上涨的基础并
不存在。

从猪肉价格来看，毛盛勇说，自
2017年2月份开始，猪肉价格持续走
低，生猪的存栏、出栏数量有所下
降，再加上前一段时间个别地区发
生疫情，猪肉的供应有所减少，造成
猪肉价格上涨。

“目前看，天气转凉，特别是中
秋、国庆节假日来临，居民对猪肉的
需求会有所增加。同时，由于价格上
涨，猪肉的供应包括生猪出栏也会相
应增加。如果没有新的疫情发生，猪
肉价格也不会出现大幅度的波动。”
毛盛勇说，造成8月份消费价格涨幅
扩大的因素主要是一些季节性的短
期因素，这些因素在未来几个月不会
给价格上涨带来压力。总的来看，
CPI全年还是能够保持在合理水平。

新华社上海9月14日电（记者
桑彤）14日，A股市场小幅回调，各指
数均以绿盘报收。

当日，上证综指以 2688.78 点开
盘，全天震荡盘整，最终收报2681.64
点，较前一交易日跌4.93点，跌幅为
0.18%。

深证成指收报 8113.88 点，跌
49.88点，跌幅为0.61%。

创业板指数跌 1.78%至 1366.57
点。中小板指数跌0.41%，以5533.30
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有801
只交易品种收涨，2561 只交易品种

收跌。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约2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盐湖提锂、整
车制造、白酒涨幅居前，涨幅均在
1.5%以上；航天科工、电子发票、征
信概念跌幅居前，跌幅在 5.0%以
上。

当日，沪深B指也随之收跌。上
证 B 指跌 0.27%至 281.88 点，深证 B
指跌0.22%至956.61点。

香港房地产如何告别公摊面积

国家统计局：

猪肉和蔬菜价格推升8月价格涨幅

14日A股市场小幅回调

大众大众集团集团

2019年停产甲壳虫

电商加速电商加速““掘金掘金””东南亚市场东南亚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