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绿色金融“松苑共识”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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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昨晚， 在长春市松
苑宾馆举行的长春国际金融高级别
会议上，与会代表就“
绿色金融”达成
了 “
松苑共识”， 从九个方面对推进
“
绿色金融”进行总结。
绿色金融”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是支持绿色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绿
色改造的金融要素和总和，涵盖推动
绿色发展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及机
绿
构、市场、产品、人才和交易活动；“
色金融”随绿色发展应运而生，并为
绿色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绿色发展
为“
绿色金融”提供方向和市场。
与会代表建议，构建市场与政府

共同促进绿色发展的新机制。 发挥金
融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和政府
的调控作用，推动绿色农业、绿色制
造和绿色服务由自发行为向自觉行
绿色金融”模式和
为转变。 积极促进“
“
绿色金融”业态的形成和发展，着力
推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
和绿色保险创新。
同时，还应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
绿色金融”的规
国际合作，着力推动“
则制订、标准协同、产品创新、机构发
展、人才培养和绿色认证。 在广泛交
流协商基础上， 积极推动设立国际
“
绿色金融”合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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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空置房调查
锁定三类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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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备受关注的空置房问题，
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日前表示，
将在部分城市进行空置房调查。 北
京作为此次调查的试点城市之一，
已率先启动空置房调查。

中金黄金子公司
探矿增储 9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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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黄金探矿增储公告显示，
公司控股 51％的子公司山东烟台鑫
泰黄金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地质探矿
工作取得较大突破，预计增加（
332）
+（
333）合计金金属量 9.14 吨。

亚厦股份股权激励定目标
4 年净利翻两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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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上市 5 个多月的亚厦股份
今日推出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将
410 万份股票期权授予管理层，行
权价格为 65 元/股，2014 年实现净
利润为 2009 年的 380% 才 可 全 部
行权。

决战 9 月：系统风险小
结构机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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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三季度以来，月 K 线 7 月
大阳、8 月整固，9 月理应继续估值
修复行情。 从机构行为看，作为市场
主力，基金上半年整体亏损 4400 亿
元，9 月必然背水一战。 从 A 股历史
看，“
金九银十”是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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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时报记者贾 壮
■
本报讯 针对媒体质疑淘汰落
后产能名单被“
注水”，工信部产业
政策司巡视员侯世国昨日在网络访
谈时表示， 工信部目前正会同国务
院有关部门制订淘汰落后产能的检
查考核办法， 加强对各地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的督促检查， 确保淘汰落
后产能任务落实到实处。
他表示， 已请有关省市就有关
情况进行核实，并将加强对淘汰落后
产能工作情况的监督检查。 他强调，
对前几年已经淘汰了的落后产能，如
果今年又列入了淘汰名单，这属于弄
虚作假，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侯世国对名单情况作了进一步
说明。 他说，公告名单中的企业是指
该企业今年有淘汰落后产能的任务，
企业应按照国家和省里的规定按期
淘汰其落后产能，并不是关闭淘汰这
个企业。 如果该企业没有按期淘汰
落后产能，有关部门要采取政策措施
给予处罚； 如果该企业按期淘汰了
落后产能，该企业仍属于正常企业，
有关部门仍应继续给予相应支持。
他指出，媒体反映的名单“
被注
水”问题，可能有几种情况，有些是对
淘汰落后产能工作理解不同造成的，
有些则是个别地方工作不细致造成
的。 比如，有些列入名单企业的落后
产能虽已处于关停状态， 但落后生
产设备、设施并没有拆除，没有真正
淘汰，因此也列入了名单；有些企业
的落后产能可能在名单公布前已按
照规定于今年上半年淘汰， 这属于
提前完成了今年的淘汰任务， 也列
入名单； 有些企业可能有多台落后

新
闻
短
波

图片新闻

三部委：不得因政府补贴
提高节能汽车销售价格
本报讯 财政部、发改委和工信
部等三部委日前下发通知， 进一步
明确节能汽车推广补贴兑付工作有
关事宜。 通知规定，不得将财政补贴
纳入企业优惠额度，不得以已享受价
格优惠等为由拒不兑付补贴， 不得
因政府补贴提高节能汽车销售价格，
切实使消费者享受国家财政补贴。
通知要求， 节能汽车推广企业
要及时把补贴政策和推广车型等有
关情况通知各级经销商， 并要求经
销商在销售场所明示推广车辆型
号、综合燃料消耗量、实际销售价格
和补贴标准， 认真做好补贴兑付工
作， 确保纳入节能汽车推广目录的
车型自目录公布之日起即可享受国
（郑晓波）
家财政补贴。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中国人民抗战纪念馆
9月 3 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６５ 年周年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
李长春、习近平、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特意前往北京卢沟桥畔的宛平城，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参观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并向抗日战争烈士敬献花篮。
生产设备，前几年按规定淘汰了一部
分落后产能，今年又淘汰一部分，因
此，出现前几年已经淘汰部分落后产
能的企业，今年又列入了名单。
侯世国表示， 淘汰落后产能涉
及到资产损失、债务处理、人员就业
等难点问题，短期内可能还会影响到
地方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并且由
于政策措施还不完善，推进起来难度
很大，是块难啃的“
硬骨头”。 目前落

后产能退出的政策措施不够完善，激
励和约束作用不够强，部分地区和企
业对淘汰落后工作认识存在偏差、责
任不够落实，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
高认识，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充分调
动一切积极因素，进一步建立健全淘
汰落后产能的长效机制。
他说， 建立落后产能退出的长
效机制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完善落后
产能退出的市场机制。 但在目前我

国面临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应
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紧迫任务，并
且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仅
靠市场淘汰落后产能经历的时间会
很长、代价会更大。 因此，淘汰落后
产能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
还必须有效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
加强各项政策的协调配合， 形成落
后产能退出的政策体系， 发挥各项
政策综合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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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板综指周线 连阳创历史新高
7

证券时报记者罗 峰

本报讯 昨日，中小板综指盘中
摸 高 6755.45 点 ， 这 是 该 指 数 自
2005 年推出以来的历史新高点；收
盘 6732.86 点，也创出历史新高。 中
小板综指的历史高点在本周几度被
刷新。
中小板综指本周累计上涨
5.06%，自 7 月下旬以来，该指数已
出现周线 7 连阳。 在权重股走势徘
徊不前的情况下， 中小盘股的活跃
带动了 A 股市场重拾升势。 周五上
证 指 数 收 2655.39 点 ， 全 周 上 涨
1.71%；深证成指收报 11467.09 点，

全周大涨 3.92%。 深证成指的周 K
线形态良好，在周线、月线和半年线
上方依托周线稳步上行。 受大盘股
表现平平影响， 上证指数不管是日
K 线还是周 K 线， 近段时间以来都
是窄幅震荡。 深沪两市主要股指的
形态差异，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
期市场的运行风格。
本周两市日均成交 2695 亿元，
较上周 1858 亿元的水平激增四成
半。 从外围市场看，美联储、日本央
行等均表态将采取措施支持经济复
苏，使得美股等海外市场从“
跌跌不
休”中重新受到提振。 而我国公布的
8 月份 PMI 指数、发电量增速、汽车

，

销售等数据均好于预期， 近期部分
行业和区域受益于新出台或将出台
的政策， 为 A 股市场重新注入了做
多动力。 金融等权重板块作为估值
洼地，一方面投资价值有吸引力，但
另一方面，不确定性因素也较多，市
场分歧较大的局面未有改观。 类似
的情况也出现在投资者对房地产板
块的分歧上。
两市本周近八成股票上涨，交
运设备、有色金属、信息设备等行业
领涨，涨幅超过 7%；食品饮料、机械
设备、 电子元器件行业亦涨逾 6%。
上述 6 大行业成为近期市场的领军
板块。 房地产和金融是本周仅有的

两个下跌板块。
当下市场正处指数呆滞、 个股
活跃的平台期， 这从昨日上证指数
微跌，而涨停的非 ST 类股票却多达
36 只可见一斑。 中小盘股表现最为
抢眼， 其中少部分股票更是不断地
出现轮番涨停的壮观景象； 大盘股
则表现低迷， 超大盘指数本周仅微
涨 0.55%， 中证 100 指数全周也只
上涨了 1.41%。
在美股上涨等因素刺激下，周
五亚洲市场主要股指全线上涨。 东
京日经 225 指数上涨 0.57%， 香港
恒生指数上涨 0.49%， 台湾地区加
权指数上涨 1.42%。

首批10 城市市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获批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国土部获
悉，日前，国务院正式批准杭州、南
昌、郑州、武汉、南宁、平顶山、安阳、
荆州、湘潭、柳州 10 个城市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 标志着市级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正式进入批准阶段。
据了解，目前 31 个省（
自治区、
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中，28 个已获批；须报
国务院审批的 102 个市级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中，已有 41 个上报国务院。
据国土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介
绍，国土部计划以 10 个左右城市为
一批的进度， 进一步加快市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和报批， 争取
年底前基本完成市级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审批工作。
（艾 林）

公司IPO 申请过会
两创业板公司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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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证监会发审委昨日公
告 2010 年第 150 次会议审核结果，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
获通过。同日，证监会创业板发审委
公告 2010 年第 54 次会议审核结
果， 河北先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和福建青松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
申请获通过。
另外， 创业板发审委定于 9 月
日召开
7
2010 年第 55 次创业板发
审会， 审核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
（张 达）
限公司的首发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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