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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李治国）由上海市住建

委、上海市房管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

《关于促进本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意见》（简称“沪十条”），1月 22日起

正式实施。时隔两周，2 月 6 日，上海闵

行区永康城浦上雅苑、上海宝山区经纬

城市绿洲家园三期、上海嘉定区峰范嘉

苑 3个楼盘启动对外公开认购，这是“沪

十条”新政推出后首次新开楼盘上市销

售，“无房家庭”的摇号选房成为关注

热点。

在上海闵行、宝山、嘉定三个区的房

管局指导下，这 3 家房企第一次尝试采

用计分排序摇号程序。从项目销售现场

公示的认购规则看，3 个楼盘都按照“沪

十条”中关于“完善新建商品住房公证摇

号选房制度，优先满足无房家庭自住购

房需求”的规定，开始采用完善后的公证

摇号选房程序。购房者在认购时，需要

按照“计分制”规则，自行申报并承诺家

庭、户籍、拥有的住房状况、5 年内在沪

购房记录以及在沪缴纳社保5大因素。

在购房者申报个人信息后，上海市

房管局、上海市民政局、上海社保中心等

将进行联网核查，确认每一个购房者的

积分。此外，根据三家开发企业公布的

入围规则，项目认购组数与上市房源套

数比超过 1.3:1，根据上述打分结果确定

入围分数线，划分入围名单。

业内人士表示，整体来看，上海“沪

十条”具体举措是一套“组合拳”，体现了

瞄准供需两端及稳定市场秩序。在市场

秩序规范方面，引导需求有序释放，进一

步向刚需群体倾斜。值得注意的是，“沪

十条”在优先满足“无房家庭”自住购房

需求之际，还严格执行商品住房销售“一

价清”“实名制”等各项管理制度，并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

治行动，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严防信用贷、消费贷、经营贷等

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在供应端，上海将进一步优化土地

供应结构，增加商品住房用地供应，加大对商品住房销售方案的

监管。此外，上海有关部门还将依法加大对编造谣言扰乱市场

秩序、散布不实信息误导市场预期等行为的查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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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7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国
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9年第 6号）以及《中国银保监
会外资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令2019年第10号）的有关规定；经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报告，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
奥城支行营业场所变更为：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阳光
公寓 7号楼 201、202、203、204。其他事项不变，换领《中华人民
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韩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奥城支行
KEB Hana Bank (China) Company Limited Tianjin Aocheng Sub-branch

机构编码：B0309S212000003
许可证流水号：0060962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
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5年06月04日
住所：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阳光公寓 7 号楼 201、202、
203、204
邮政编码：300381
电话：022-5918991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天津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01月14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
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外资银行变更事项的公告 根据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陕西省分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将其
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
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
司。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
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2021年2月8日

借款人名称

西安兴正元地
产开发有限公
司、西安兴正
元实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衡阳林隐假日
酒店有限公司

无锡凯燕置业
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号

XATL16010004

人民币贷款合同
14TL1200082N
号及人民币贷款
合同补充协议一

人民币抵押贷款
合同
C53TL1200023
N及补充协议

本金

845,500,000.00

130,253,961.35

329,544,635.69

1,305,298,597.04

利息

10,040,312.50

15,989,352.16

22,310,224.62

48,339,889.28

本息总额

855,540,312.5

146,243,313.51

351,854,860.31

1,353,638,486.32

担保合同号

保证合同 XATL16010004-02

应收账款质押合同
XATL16010004-03

抵押合同 XATL16010004-01
最高额保证合同14TL1200082N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14TL1400022N-1
号
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协议
14TL1200082N号
最高额抵押合同 14TL1200082N号
保证合同 C53TL1200023N-G
保证合同 C53TL1200023N-G/02
保证合同 C53TL1200023N-G/03
保证合同 C53TL1200023N-G/04

人 民 币 抵 押 贷 款 合 同 补 充 协 议
SUHL16090001-002、
质押合同 C53TL1200023N-001、
C53TL1200023N-002质押合同
C53TL1200023N-P/08应收账款质
押登记协议 C53TL1200023N
人民币抵押贷款合同
C53TL1200023N

担保人名称

郑兴、郑伟、西安兴正元商业有限公司
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西安兴
正元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西安兴正
元商业有限公司、西安兴正元国际酒店
有限公司
西安兴正元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彭伟唐、
胡玉林、奉桑玉

衡阳林隐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衡阳林隐假日酒店有限公司
裴杏明、王鸣清、戴葛明、郁建良、陈燕青、
鲁武庆、杨洪如、肖锡健、牟林华、苏明辉、
艾兵、浙江信恒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顺信亚华商贸有限公司

霍尔果斯世蓝贸易有限公司、霍尔果斯
锦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顺信亚华
商贸有限公司、无锡凯燕置业有限公司

无锡凯燕置业有限公司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截至2020年10月31日 单位：元

下列银行业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北京监管局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

现予以公告。

梅赛德斯-奔驰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Mercedes-Benz Auto Finance Ltd.

机构编码：N0003H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850

批准成立日期：2005年08月27日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街 8号院 3号楼 7层 801、8层 901

内02单元、10层1101、11层1201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02月04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

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

告：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通苑支行

机构编码：B0017S21100004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84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

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21年02月01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立汤路186甲5幢1至2层1-129

传真：010-84811017

电话：010-84811013

邮政编码：10221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1年02月03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截至 2月 7日，一枚比特币的价格报 3.9

万美元，这是继 1 月 8 日首次突破 4 万美元

关口后，又重新回到高点。相较于年初的不

到3万美元，涨幅逾25%。

有暴涨就有暴跌，是比特币的一贯表

现。就在今年 1月 11日，比特币从近 4万美

元跌至 3 万美元，一天之内狂跌近 20%，逾

20万人爆仓，涉及金额近 140亿元，币圈“哀

嚎一片”。

暴涨暴跌之下，有人疯狂加码，寄希望

于“搏一搏”实现财富自由，也有人直言不

讳，认为比特币是一场“巨型泡沫”，币圈人

是名副其实的“赌徒”。那么，比特币行情为

何如此波动？未来走势怎样？此时入局可

能面临哪些风险？

暴涨暴跌是常态

“比特币是一种高风险类资产，价格波

动非常大，暴涨和暴跌并不是偶然，而是常

态。”知名数字资产交易平台 OKEx 研究院

首席研究员李威廉对记者表示。

回顾比特币的过往行情，用“过山车”来

形容十分贴切。据统计，在刚刚过去的一年

里，比特币月均涨跌幅超过 10%的一共有 8

个月。在更早的 2017 年 12 月，比特币创下

19783 美元纪录，随后价格一路下跌，一度

快跌破3000美元，一年内大跌80%。

自去年 10 月以来，比特币在海外部分

机构投资者的追捧下迎来牛市，从 1万美元

涨到最高 4万美元。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

中小投资者开始尾随入场，并采用贷款、衍

生品交易的形式加杠杆炒币，尤其在去年

12月下旬比特币价格突破 2万美元后，这种

现象愈演愈烈。

“从历史经验来看，一个泡沫周期可以

分为孕育、繁荣、亢奋、困境、衰退五个阶段，

近期市场的暴跌，以及随后的反弹，只不过

是在泡沫周期中困境阶段的典型表现之

一。”李威廉表示。

避险情绪的上升也成为推动本轮比特

币牛市的重要原因。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全球经济低迷，全球主要央行实行宽

松货币政策，推高了市场通胀预期。为了规

避名义本金的受损，以及追求更高收益，投

资者囤积现金的需求自然演变成对黄金和

比特币的需求。

但目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李威廉表示，

随着疫苗在各国上市，将推动全球经济复

苏。在经济恢复预期和高通胀预期的双重

压力下，市场猜测全球主要央行将逐步退出

现有的宽松政策。特别是近日公布的 2020

年 12 月美联储会议纪要中，首次出现缩减

购债规模的讨论，这强化了市场对未来货币

政策的分歧。“所以我们看到了最近几天比

特币的暴涨暴跌。”李威廉说。

未来或将陷入萧条

尽管比特币的疯涨使得一些投资者趋

之若鹜，但同时也引发越来越多的泡沫

警告。

不同于股票或债券，比特币没有实际价

值支撑，也缺乏主权信用和商业信用，不会

产生任何可预期的现金流，其价格受供需关

系主导明显，呈现出大幅度波动。因此，业

内人士认为，这其中必然存在大量的泡沫。

Convoy Investments LLC 联合创始人

Howard Wang 在近日的报告中表示，比特

币正处在泡沫中，其当前的增长率是难以为

继的，它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机

资产。

美国银行证券公司首席投资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公开表示，最近比特币价

格的飙升可能是另一个投机狂热的案例，比

特币看起来像“一切泡沫之母”。

对于比特币未来的走势，市场分歧也

较大。其中不乏叫好者，有人预测，比特币

将 在 未 来 两 年 内 达 到 现 在 价 格 的 10 倍

以上。

但更多的则是担忧。先锋领航投资策

略及研究部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王黔认为，

比特币的供给是有限的，供给量不能随着经

济活动的增长而扩大，这意味着比特币虽然

可以避免通货膨胀，但必然会带来通货紧

缩。因此，比特币难以成为合法的支付方

式，也难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

应用。

古根海姆投资公司首席投资官 Scott

Minerd 不久前在社交账户上发文表示，“比

特币的抛物线式上涨在短期内是不可持续

的”“是时候把一些钱拿出来了”。

“在当前高通胀、低增长的经济环境

下，海外机构投资者大举入场。但机构投

资者在乎的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而非‘比

特币信仰’或‘区块链革命’这类情怀。”李

威廉说，从中长期看，疫情得到逐渐缓解

后，随着经济的逐步复苏，全球货币政策也

将由宽松转为适度紧缩。届时，机构投资

者很可能会抛售比特币，比特币市场将陷

入萧条。

参与要做好破产准备

一边是比特币价格一路狂飙，另一边是

虚拟货币交易所跑路、交易平台频繁宕机、

诈骗勒索等一系列负面消息不断传出，潜藏

在虚拟货币火爆市场背后的风险逐渐暴露。

部分交易平台存在恶意宕机操控市场

的行为。比如，1 月 11 日，全球最大的虚拟

资产交易平台之一——Coinbase出现持续 4

个多小时的宕机，期间用户无法正常完成交

易和提现。有市场人士怀疑，Coinbase可能

存在操控市场的嫌疑，这不仅影响了投资者

的交易操作，还可能因价格变动太快使投资

者被迫爆仓。

中小型交易所跑路也平添了投资比特

币的风险。仅在去年年末的 3个月里，就有

BG 交易所、CEO Global、DragonEx 等 10

余家交易所宣布暂停提币或消失跑路。这

些交易所服务器往往设置在境外，法律适用

存在争议，一旦发生交易所跑路，投资者维

权将颇为艰难。

此外，比特币投资还受到黑客入侵、诈

骗勒索等问题困扰。据相关统计，2020 年

与虚拟货币相关的诈骗事件达到 151起，较

2019年增长4倍，损失超过32亿美元。

“比特币是高风险投资！如果要投资比

特币，请做好血本无归的准备！”英国金融行

为监管局（FCA）近日发出警告，且在 1 月 6

日，FCA 已禁止向散户投资者销售追踪比

特币等虚拟货币价格的产品。在我国，人民

银行等七部委早在 2017 年 9 月就联合发布

公告，明确代币发行是未经批准的非法公开

融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从事代

币发行融资活动。

全球日趋严格的监管无疑将给比特币

带来不确定性。对此，李威廉提醒，投资者

应正确认识比特币的投资定位，比特币是高

风险类资产，不要试图通过投资比特币来实

现所谓的财富自由，投资比特币要做好亏损

的准备，对于采用举债、高杠杆炒币的投资

者来说，可能需要做好破产甚至负债的

准备。

半月涨逾25%，一天内跌近20%——

比特币暴涨暴跌风险重重
本报记者 李华林

右图 近日，重庆市北碚区未成年人保护中心，10 余名留守儿童在社工带领下

玩游戏。当地民政部门督导 18名街镇儿童督导员、188名村居儿童主任入户走访，解

决诉求，丰富孩子们的寒假生活。 秦廷富摄（中经视觉）

上图 2月 5日，江西省樟树市观上镇龚徐新村小朋友在休闲广场玩耍。2017年

以来，当地政府投入 2000多万元帮助村民整村搬迁，让 142户村民住上了干净整齐的

新房。 周 亮摄（中经视觉）

欢喜过新年

赵子忠 王 智 刘志强 陶天添 夏 祎

吴 迪 倪梦婷 程斯露 孟宪江 陈小方

根据《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我单位经济日

报社已对申领记者证人员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拟领

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举报电话为（010）58392730、（010）58393276。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经济日报社拟领取新闻记者证人员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