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市场 20 周年知识竞赛颁奖典礼举行

“资本市场 20 周年网上有奖知识竞赛”颁奖典礼昨日在京举行。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刘新华(左三)、人民日报社副

总编辑马利等出席了此次活动。

作为资本市场 2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之一，“资本市场 20 周年网上有奖知识竞赛” 由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

公司主办，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网和人民网协办。此次知识竞赛自今年 8 月份正式启动，受到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在

3 个月时间里，知识竞赛网页累计点击量突破 3100 万，共有 155 万人次参与答题。 （中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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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稀土产品出口关税明年上调

600多种资源性、基础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产品将实施较低进口关税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本报讯 记者昨日从财政部获悉，经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审议，并报国务院

批准，自

2011

年

1

月

1

日起，我国进出口

关税税目税率将进行部分调整。为规范稀

土出口和缓解化肥价格上涨趋势，明年我

国将提高个别稀土产品的出口关税，并适

当调整化肥出口季节关税淡旺季税率适

用时段和淡季出口关税基准价格。

财政部称，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的降税承诺已于

2010

年全部履行完毕，

2011

年最惠国税率维持不变。 继续对小

麦等

7

种农产品和尿素等

3

种化肥实施

关税配额管理， 并对尿素等

3

种化肥实

施

1%

的暂定配额税率。对关税配额外进

口一定数量的棉花实施滑准税， 税率维

持不变。继续对冻鸡等

55

种产品实施从

量税或复合税，其中，适当调整了少量商

品的从量税税额。

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促进经

济结构调整， 加强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

保护，

2011

年我国将对

600

多种资源

性、 基础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产品实施

较低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其中，首次实

施年度进口暂定税率的包括丙烷、 丁烷

等资源性商品，脂肪酸、聚酰亚胺膜、钛

带等基础原材料商品，高清摄像头、液晶

投影仪用偏光板、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等

关键零部件。根据国内生产能力、技术水

平、供需关系的变化情况，提高或取消了

碳纤维纱线、离子交换膜、轿车用增压器

等商品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

2011

年，我国继续以暂定税率的形

式对煤炭、原油、化肥、有色金属等“两高

一资”产品征收出口关税。

为适应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及外

贸结构的变化，加强进出口管理，在符合

世界海关组织有关列目原则的前提下，财

政部对进出口税则中的部分税目进行了

调整，增列了铬锆铜材、光栅测量装置、二

氧化锡、铝塑复合板、谷物播种机等税目。

调整后， 我国

2011

年进出口税目总数将

由

2010

年的

7923

个增至

7977

个。

海纳百川 创业板应有国际视野

证券时报记者 胡学文

� � � �中国顶尖互联网企业， 似乎都不喜

欢在国内上市，而以在美国上市为首选。

远的有百度、新浪、搜狐、网易，近的有当

当、优酷，据悉土豆网也正在递交赴美上

市申请。

中国概念风为什么能够劲吹华尔

街？ 诚如知名媒体评论人皮海洲所言，之

所以如此，美国资本市场的新股发行制度

功不可没。 像优酷和当当这样的企业，是

不符合国内新股发行条件的。 特别是前

者，上市前三年公司都处于亏损状态。 实

际上，美国资本市场正是凭借上市的低门

槛，将中国一些具有成长性的新兴产业公

司搜罗名下。“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中国

大力支持的新兴产业，未来将有相当一部

分公司，其产业在中国，而利润却要归属

国外的投资者所有了。 ”皮海洲说。

如果说此前优质的创新型企业选择

境外上市尚可理解，而如今创业板开板已

经超过一年，这些创新型企业仍然选择境

外上市显然是创业板所不愿意面对的。

仍旧以互联网行业为例， 互联网技

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但遗憾的是国内

互联网的龙头公司无一例外选择了海外

上市，

A

股公司尚无一家有相当影响力

的互联网公司。当当、优酷以微利或者亏

损的状态得以在美国市场顺利上市并且

为市场热捧，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尤其

是对创业板的反思，包括上市门槛、估值

体系等等。

从估值体系来看， 美国市场给予优

酷约

200

亿元人民币市值的估值， 这在

国内是不可想象的。 国内机构喜欢用

PE

来估值， 而海外投资者则更喜欢 “听故

事”，“市场占有率”就是最好的故事。 因

为在他们看来，一旦取得龙头地位，优势

资源将向强者集中的局面势必出现，腾

讯、百度、阿里巴巴的成功莫不如此。 然

而，即便国内投资者也认同当当、优酷们

的估值标准，结局依然无法改变。国内市

场的上市门槛， 仅盈利能力一条就足以

将它们拒之门外。

然而，华尔街的投资者

就是具有这样超前的国际

视野和眼光，不重短期重成

长，敢于接纳这些亏损或者微利的企业。

“国内创业板为人所诟病的地方就在于

过于关注风险， 挑选出了一大批业绩稳

定但又相对平庸的公司上市。 这并不是

创业板支持自主创新的本意所在。 ”北京

一家权威研究机构负责人如此表示。

资深评论人叶檀认为，美国之所以敢

于接纳当当、优酷这样的企业上市，在于

美国资本市场不仅要培养本土的未来星

公司，更要把美元、美国的资本市场与全

球的创新企业捆绑到一起。 (下转 A2版)

国家发改委部署 2011年发展改革工作八大任务

明年

GDP

增长

8% CPI

升幅控制在

4%

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基本完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即将颁布

证券时报记者 周 宇

本报讯 全国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

昨天在北京召开。 会议对明年发展改革

工作进行了八方面重点部署。其中，会议

要求， 明年要颁布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 落实好房地产调

控政策，此外要有序启动“十二五”规划

确定的前期工作具备的重大项目建设。

据发改委主任张平透露，

2011

年经

济增长目标将定为

8%

左右，

CPI

升幅目

标则约在

4%

。 他称，今年全年

CPI

增幅

将超过

3%

，全年

GDP

增幅不低于

10%

。

此外，

4

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已基本完

成，成效显著。

会议强调，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处

在由回升向好向稳定增长良性循环转变

的关键时期， 国内外经济环境依然十分

复杂，宏观调控任务依然艰巨繁重。会议

要求， 要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

的货币政策， 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保

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

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增强调控的针对性、

灵活性、 有效性， 把握好政策实施的重

点、力度和节奏，统筹考虑短期调控政策

和长期发展政策。

就明年工作， 会议进行了八方面的

部署：

一是履行好宏观调控和运行调节职

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实施好扩大

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战略， 增强居民消

费能力，积极扩大热点消费，大力改善消

费环境。

有序启动“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前期

工作具备的重大项目建设， 同时要坚持

分类指导、有保有压，坚决控制“两高”和

产能过剩领域的盲目重复建设。 抓紧出

台鼓励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相关配

套措施。加强煤电油气运供需衔接，搞好

经济运行调节。

二是强化价格调控监管， 稳定价格

总水平。 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

出的位置， 支持农业尤其是粮食、 蔬菜

生产， 抓好重要商品产运销衔接和储备

吞吐调节， 确保市场供应。 建立和完善

最低生活保障、 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

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保障低收入群体基

本生活。

(下转 A2 版)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