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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下调 17类药品价格

平均降幅 19%

四公司共享大摩所持

中金 34.3%股权

人均名下住房 4.57套

监管部门敦促压缩内部房贷

水泥行业准入门槛

将大幅提高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报纸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公司信息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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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转让限售股 九种情形须缴税

借道 ETF避税将“此路不通” ；协议转让价格明显偏低的，税务机关须重新核定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本报讯 财政部、国税总局、证监会

三部门昨日联合下发通知， 强调限售股

在解禁前被多次转让的， 转让方对每一

次转让所得均应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

税， 同时明确个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

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转让限售股，

或用限售股认购或申购

ＥＴＦ

份额等

9

种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情形， 必须按规

定征收个人所得税。

这是财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发布的

《关于个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所得征收

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中强调

的内容。三部门曾在去年底发布通知，决定

自今年

１

月

１

日起， 对个人转让限售股所

得征收

２０％

的个人所得税。

政策实施后，市场出现了通过认购或

申购

ETF

、 大宗交易转让等方式进行避税

的现象。 此次补充通知旨在进一步规范个

人转让上市公司限售股的税收政策， 加强

税收征管。

该通知明确， 个人转让限售股或发

生具有转让限售股实质的其他交易，取

得现金、实物、有价证券和其他形式的经

济利益均应缴纳个人所得税。 限售股在

解禁前被多次转让的， 转让方对每一次

转让所得均应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该通知， 具有以下

9

种情形的，

应按规定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通过证券

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转

让限售股；个人用限售股认购或申购

ＥＴＦ

份额；个人用限售股接受要约收购；个人

行使现金选择权将限售股转让给提供现

金选择权的第三方； 个人协议转让限售

股；个人持有的限售股被司法扣划；个人

因依法继承或家庭财产分割让渡限售股

所有权；个人用限售股偿还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中由大股东代其向流通股股东

支付的对价；其他具有转让实质的情形。

根据该通知， 不同情形下的转让限

售股， 将采取不同的计税方式计算应纳

个税所得额以及征收管理方式。

（下转 A2 版）

基金业“捕鼠” 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

基金经理公投私或将被严格审查，私募基金可望纳入监管视野

证券时报记者 肖 渔

本报讯 据消息人士透露， 今年二季

度开始的对基金经理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

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近期很可能将

进入行政处罚等阶段。据悉，今后证监会仍

将延续严管严打的原则， 对于从公募转投

私募的基金经理，查处的力度尤其会加大。

消息人士指出， 近期对基金经理违

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很可能仅仅是开始。

特别是对所有由公募转投私募的基金经

理， 证监会将严格检查其过往的投资行

为等。

该人士指出，这是个重大转变，对业内

会产生重大影响。现有《基金经理注册登记

规则》仅从行业自律管理的角度对公募基

金圈内人员的流动做出约束， 比如规定无

特殊情况管理基金未满

1

年即主动离职，

且离职时间未满

1

年的， 不得在其他公司

注册为基金经理。 但是对于彻底挥别公募

转战私募的基金经理， 尚无任何行政约束

手段， 也无法对这一越演越烈的公转私浪

潮进行遏制。 而私募基金由于不受任何信

息披露、行政监督等约束，其交易行为中的

合法、合规性经常受到行业质疑。

事实上，早在今年初，证监会主席尚

福林就明确表示， 年内将加强基金行业

监管，重点打击内幕交易、“老鼠仓”等影

响行业公信力的违法违规行为， 在案件

的查办力度上， 将提高立案的及时性和

准确性。今年

9

月证监会已对涉嫌“老鼠

仓”交易的三名基金经理涂强、刘海、韩

刚迅速做出行政处罚， 韩刚更因交易时

点、 交易金额等关键指标达到刑事立案

追诉标准而被依法移送公安机关。

消息人士透露，对涂强等三人查处结

果的公布绝不意味着今年整肃基金业“老

鼠仓”战役的结束，而仅仅是个序幕。 今年

来证监会持续加大了对证券市场违法违

规行为的打击力度，尤其以深圳和上海的

打击力度最大，未来仍将延续严管严打原

则。 其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对于从公募

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今年的查处力度尤

其会加大。 鉴于对私募监管的长期缺位，

修订中的《证券投资基金法》已考虑将私

募基金纳入监管视野，相关部门已为此进

行过多次讨论。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证监

会等部门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

内幕交易意见的通知》，这标志着对“老

鼠仓” 和其他内幕交易案件的重视已经

纳入中央政府的视野， 对内幕交易的整

治力度无疑将进一步升级，而公安部、监

察部等执法部门的联手则使内幕交易的

查处更加高效便利， 让证监会快速查处

行业“老鼠仓”的目标成为可能。

■图片新闻

证监会严打农产品期市过度投机

□各期货品种交易保证金提高到 10%以上，适度提高涨跌停板幅度；大幅提高日内回转交易成本

□派出工作组进行一线监管督导；10 月份对 5 期货市场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

证券时报记者 于 扬

本报讯 《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

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 近期

下发后，中国证监会党委高度重视，立即

召开期货交易所主要负责人开会， 采取

六项措施， 切实加强农产品期货市场监

管，严厉打击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

坚决抑制过度投机。

一是要求各期货交易所在现有基础

上大幅度提高所有品种的交易保证金，

同时适度提高期货品种的涨跌停板幅

度。

11

月

26

日将各个期货品种的交易

保证金提高到

10%

以上， 通过降低期货

交易的杠杆率，抑制过度交易。

二是自

11

月

29

日开始， 大幅提高

所有期货品种的日内回转交易成本，遏

制短线频繁交易。

三是指导各期货交易所抓紧出台关

联账户的认定标准， 防范市场操纵等违

法违规行为。

四是要求各期货交易所加强监察力

量，增加监察工作人员的配备，以应对市

场的快速发展，满足各项监查工作需要。

五是认真研判市场运行的变化趋

势， 要求各期货交易所拟定进一步的监

管措施和风险控制方案。

六是派出工作组对各期货交易所

风险控制及一线监管工作进行现场督

导，对重点地区、重点期货公司、重点

客户进行现场检查， 对市场违法行为

形成震慑力。 同时加强与现货主管部

门的沟通、协调，保证期现货市场的协

调发展。

据了解，

7

月份以来，受国内外多种

因素影响， 以农产品为主的大宗商品价

格上涨较快， 期货市场价格跟随现货市

场也出现了剧烈波动。 （下转 A2 版）

中国结算恢复对交易所债市收费

����本报讯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昨日对各结算参与机构发出通知，自

12

月

1

日起恢复收取交易所市场债券交

易的相关费用。

根据此前发布的《关于免收债券相

关费用的通知》、《关于延长免收债券相

关费用的通知》， 中国结算暂免收取了

沪深交易所市场相关债券的初始登记

费和兑付兑息手续费，该免收时限将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到期。

中国结算公司经研究决定，自

2010

年

12

月

1

日起，恢复收取沪深交易所市

场完成发行初始登记的企业债、 公司债

（含可转换公司债、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

司债）的初始登记费，以及沪深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的国债、企业债、公司债（含

可转换公司债、 分离交易的可转换公司

债）的兑息兑付手续费。 上述收费仍按

2008

年 《关于免收债券相关费用的通

知》发布前的标准执行。 （肖 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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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福林：加快

研究推出小 Q FII

����香港金管局总裁陈

德霖（图左）昨日率领

香港银行公会代表团访

问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

监会主席尚福林 （图

中）肯定了香港作为国

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认

为香港是人民币离岸产

品走出去的平台。 尚福

林表示， 将加快研究推

出小 Q FII。 （孙 媛）

中新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