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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News

谢旭人：“十二五”力推房产税个税改革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本报讯 在日前召开的全国财

政工作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谢旭

人公布了“十二五”财政发展改革

基本思路。谢旭人表示，“十二五”期

间将继续研究推进房地产税改革，

完善财产税制度； 逐步建立健全综

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

度，开征环境保护税；同时要将地

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

逐步形成地方政府规范举债、合理

融资、风险可控、运行高效的长效

机制。

谢旭人表示，“十二五” 期间，要

坚持改革创新，完善财税体制。 在合

理界定事权基础上，按照财力与事权

相匹配的要求，进一步理顺各级政府

间财政分配关系；加快建立和完善县

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逐步提高保障

水平，加强县级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财力保障能力。

在推进预算制度改革方面，健全

公共财政预算，增加公共服务领域投

入；强化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健全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政策，扩大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范围；规范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编制方法，扩大社会保险基

金预算编报范围。 努力健全科学完

整、结构优化、有机衔接、公开透明的

政府预算体系。

在健全预算编制和执行管理制

度方面，继续深化部门预算、国库集

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改革完善税收制度，扩大增值税

征收范围， 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

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完

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

展的税收政策。

谢旭人同时表示，“十二五”时

期， 财政部将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

务规模管理和风险预警机制， 将地

方政府债务收支纳入预算管理，逐

步形成地方政府规范举债、 合理融

资、 风险可控、 运行高效的长效机

制。 此外，要完善覆盖所有政府性资

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

促进监督与管理的有机融合； 加快

预算公开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逐

步扩大公开范围和细化公开内容，

强化预算公开责任制度； 自觉依法

接受人大、审计监督。

银监会将出台银行资本监管路线图

刘明康称，正在研究对“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监管方法

证券时报记者 闻 涛

本报讯 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

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总体来

看，国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改革对国

内银行的短期影响有限，但长期影响

值得关注。

刘明康称，之所以说短期影响有

限，是因为中国银行业发展长期坚持

“资本质量与资本数量并重” 的资本

监管原则，成功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

机，凸显了国内商业银行坚守传统业

务模式的价值。 国内银行的定量影响

测算结果表明，实施新的国际监管标

准对国内银行影响很小，目前中国大

型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杠杆率和流动

性指标都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

“但长期来看，按照新的国际监

管标准， 国内银行体系满足资本需

求、增加流动性的压力将更大，筹集

资金需统筹规划，并有可能会引起信

贷总量的适度减少。 作为维护中国经

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

的商业银行必须保持长期安全稳健

运营。 为实现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

会稳定的双重目标，中国银行业须建

立以资本管理为核心的风险约束长

效机制。 ”刘明康说。

刘明康表示，在构建具有中国特

色的全面风险监管框架过程中，银监

会始终坚持“统筹兼顾、因地制宜，有

序实施”的基本原则，对新增的动态

资本、动态拨备、杠杆率、流动性等四

大监管工具，既要与国际金融监管改

革的方向保持一致，又要坚持银监会

成立以来所积累的有中国特色的实

践经验， 结合国情和中国银行业现

状，对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各项标准

进行认真测算和实证研究，为制定国

内具体的资本监管制度做好准备工

作。 在此基础上，结合一些行之有效

的简单、灵活的监管工具和结构性措

施，并充分听取国内银行对银行监管

改革的意见。 年底巴塞尔委员会公布

资本监管改革最终方案后，银监会将

适时出台我国商业银行资本监管的

总体框架和路线图。

他说， 从中国银行业体系来看，

应对“大而不能倒”的问题，具有长期

性、战略性和紧迫性。 目前，银监会正

在研究对“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具

体的监管方法。 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以

下工作：一是加强对大机构的事前约

束，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既要保

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也要把握节奏和

力度。 坚决防止银行业金融机构组织

架构和业务结构过分复杂，降低“大

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 二是完善资

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拨备覆盖

率、不良贷款容忍度等工具的运用机

制， 加强对大机构的监管力度和频

度。 三是继续执行严格的风险隔离与

防火墙制度。 四是“大而不能倒”的银

行或银行集团都不同程度地设立了

各类子机构，要完善监管方法，加强

并表监管。 五是加大监管力度，要在

监管资源上充分加大对 “大而不能

倒”银行机构的倾斜，严守风险底线。

人民币对美元“六连升”

证券时报记者 朱 凯

本报讯 与海外美元连续

4

天走势疲弱相

对应，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昨日实现“六连升”。

同时即期市场收盘报

6.6248

元，创出二次汇改

以来新高。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数据显示， 昨日人

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为

1

美元对

6.6252

元人民

币，较前日走高

53

个基点，距

11

月

12

日中间

价高点

6.6239

元仅一步之遥。 同时，一周来海

外美元疲态渐显， 近

6

个交易日内人民币对美

元中间价连续上涨，已累计走升

371

个基点。

昨日，受主要非美货币集体逞强带动，人民

币即期询价收报

6.6248

元，刷新了一个半月前

6.6257

元的高点。自今年

6

月

21

日汇改重启以

来，人民币对美元实际升值幅度约为

2.96%

，与

市场预计年内

3%

的升幅已非常接近。

兴业银行资深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多

重因素推动人民币中间价“六连升”。首先，国

际市场美元连日走软， 其他新兴市场货币对

美元重拾小幅升值， 从保持有效汇率稳定的

角度，给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提供了国际背景；

其次，国内防通胀、国际原油价格重返

90

美

元诱发输入性通胀压力的加大， 也是人民币

对美元连续升值的重要原因。 他表示，考虑到

汇率对通胀的抑制效应存在

6－12

个月的时

滞，为抑制

2011

年通胀预期，年初加快升值

是理性选择。

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

将于明年

1

月

21

日正式发布

证券时报记者 黄 婷

本报讯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日前宣布，将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正式发布中证内地低碳经济

主题指数， 以反映在中国内地上市的低碳经济

类公司股票的走势， 同时为投资者提供新的投

资标的。指数基日为

2010

年

6

月

30

日，基点为

1000

点，代码为

000977

和

399977

，简称为内地

低碳。

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

基础的经济模式，包括了清洁能源发电（太阳能、

风能、核能、水电、清洁煤等）、能源转换及存储（智

能电网、电池等）、清洁生产及消费（能源效率等）、

废物处理（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投资主题。

根据已公布的指数方案， 中证内地低碳经

济主题指数是以沪深

A

股为样本空间，根据营

业收入占比挑选出其中低碳经济主题股票，再

从其中挑选日均总市值较高的

50

只公司股票

组成样本股。

统计显示，截至

2010

年

12

月

27

日，最新

一期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样本股的总市

值为

8440

亿元， 占沪深

A

股总市值的

3.26%

，

自由流通调整市值为

3586

亿元， 占沪深

A

股

自由流通调整市值的

3.80%

。

哈继铭：明年一季度

仍将加息或上调准备金率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本报讯 著名经济学家、高盛香港投资银行

部董事总经理哈继铭昨日在“福布斯·建设银行

2010

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表示，明年我国物

价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一季度不排除继续

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

对于明年经济走势， 哈继铭认为仍将保持

较高的增势。 他预计今年我国经济增速为

10.1%

，明年为

10%

，原因在于，明年是“十二

五”的第一年，一般而言投资增速不会减慢，而

由于出口结构的变化， 明年我国出口增速也不

会太慢，而消费则将保持稳健。

谈到明年物价走势， 哈继铭认为将呈现前

高后低的走势。一方面是因为翘尾因素的存在，

另一方面则是输入性通胀在明年将表现得更为

突出。据此，他认为明年一季度央行仍有可能继

续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重庆场外交易市场

新增

3

家挂牌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 张伟建

本报讯 重庆正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日前在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挂牌，至此，年

内已有

10

家企业登陆重庆

OTC

市场 （场外交

易市场）。

今年

10

月

27

日， 重庆股份转让中心正式

开张， 首批

7

家企业在重庆

OTC

成功挂牌后，

重庆

OTC

作为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各项功能开

始显现。据重庆股份转让中心负责人介绍，其主

要体现在：一是建立了市场化筛选、培育企业的

机制，为重庆市储备大量的上市资源；二是规范

了企业行为；三是增强了企业品牌影响力；四是

提高了企业综合融资能力； 五是发挥了股份转

让功能。

今年央企实现利润可望超万亿

国资委将加大央企存量调整力度，严格境外资产监管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本报讯 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在

昨日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

绩考核工作会议会上表示，今年全年

央企实现利润预计将超过

1

万亿元。

据初步估算，

2010

年中央企业实现经

济增加值

3000

亿元左右， 比上年成

倍增长，出色完成了年初确定的业绩

考核目标。

经济增加值考核成效初显

今年

1

月份，国资委宣布对央企

负责人增加 “经济增加值

(EVA)

考

核”， 并取代原有的净资产收益率成

为业绩考核的核心指标，占

40%

。 所

谓经济增加值，是指企业税后净利润

减去资本成本后的余额。

“经济增加值考核实施一年来，

中央企业资本使用效率有了提高。 ”

黄淑和说，据初步估算，今年央企净

资产收益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预计

比上年提高

0.5

个百分点左右。

黄淑和表示，

2011

年要深入推进

经济增加值考核，逐步扩大经济增加

值考核的企业范围，逐步加大经济增

加值在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由于

央企所处行业、经济规模、功能定位

等的差别， 以及企业在发展阶段、行

业特点等方面的差异， 黄淑和认为，

下一步要进一步完善经济增加值考

核的实施方案，进一步增强考核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

为了把经济增加值考核融入企

业经营管理全过程， 黄淑和透露，目

前，国资委正在组织研究有关与现行

薪酬管理制度相衔接、与中央企业发

展实际相适应、与经济增加值提升水

平相挂钩的中长期激励机制。

提高投资和并购重组质量

会上，黄淑和表示，

2011

年及“十

二五”时期中央企业业绩考核工作的

主要任务是：围绕“做强做优中央企

业，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这个大目标，明确业绩考

核主攻方向， 完善业绩考核相关政

策，引导央企转变发展方式。

围绕上述主要任务， 黄淑和指

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中央企业

业绩考核工作要着力提升央企价值

管理水平，提高资本使用效率。

“一些企业在规模扩张的同时，

发展质量没有同步提升，大而不强的

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价值创

造能力与国际一流企业相比存在较

大差距。 ”黄淑和说。

对此，他要求，各央企要围绕提

高资本使用效率，重点抓好“三个提

高”： 一是提高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

质量。 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

快“走出去”步伐，同时围绕做强做优

主业，加大存量调整力度，推动辅业

资产和存续企业资产剥离重组，加快

处置无效、低效资产。

二是提高各类投资和并购重

组质量。 要进一步增强资本回报意

识，提高投资水平；要加强并购重

组论证 ， 提高并购重组效果 ，防

止“盲目扩张铺摊子，赔了血本赚

吆喝”。

三是提高经营管理质量， 强化

成本费用控制，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加强境外资产监管， 防范各类经营

风险。

为了引导企业提高资本使用效

率，黄淑和透露，当前要抓紧研究出

台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 重点包括：

完善战略性投资的考核引导，细化资

本占用的调整范围和口径；深入研究

企业并购重组中的重大损失问题，探

索制订相应的调整摊销政策；根据企

业行业特点和风险管控水平，合理确

定资本成本率等。

金运激光等 4家

创业板公司过会

本报讯 中国证监会昨日公告，

创业板发审委审核通过武汉天喻信

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金运激

光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纳川管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厦门市美亚柏

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等

4

家公司的

首发申请。

此外，证监会公告还显示，上市

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定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召开

2010

年第

42

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天

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金马

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世纪光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3

家公司的并

购重组申请。 （魏曙光）

中国结算启用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

本报讯 为给投资者提供更高

效、 便捷的服务， 从

2010

年

12

月

28

日

7

时起，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

司启用全国统一的客户服务电话

4008-058-058

。 （于 扬）

(

上接

A1

版

)

此项机制的建立有利

于维护证券市场公开公正的环境和

良好的秩序， 有利于双方建立更加

紧密的行政和司法的良性互动机

制， 开创了司法部门支持行政执法

的全新模式， 是司法部门和证券监

管部门共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次

生动实践。

尚福林对做好这项工作提出了

三点希望： 一是希望证监会相关部

门抓好机制的落实工作； 二是希望

法官委员积极发挥作用， 利用专业

特长、专业优势审理案件；三是希望

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完善机制，使

这项干部交流合作机制常态化、长

效化。

奚晓明在讲话中指出，行政监

管和司法规范，是资本市场不可或

缺、相辅相成的有机组成部分。 这

些年来，两大系统良性互动，通力

合作，在打击市场各类违法犯罪行

为、处置高风险证券公司、建设各

种法律责任制度和有关重大案件

处理等方面效果显著。 今后，要积

极拓展市场司法规范和行政监管

协作的深度、广度和力度，努力为

资本市场的科学发展创造良性法

治环境。

对于建立专业干部交流机制、

深化证券执法体制改革工作，奚晓

明提出了三点意见：一要深刻认识

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对人民法院工

作的影响， 切实提高司法保障能

力；二要积极推动行政和司法规范

的互动机制，为资本市场创造良性

法治环境；三要建立和完善干部交

流机制，促进司法审判和行政监管

队伍建设。

会上，尚福林向最高人民法院、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首批委派

的两名法官同志颁发了聘书。 会议

由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主持，中

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吴利军出席会

议，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和北

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相关机构的

同志也出席了会议。

今年

A

股融资破万亿 超前两年总和

IPO

平均市盈率

59.18

倍，

11

家公司发行价超百元

证券时报记者 邵小萌

本报讯 虽然今年的上证指数将

以阴线告收， 但

A

股市场融资额创

出历史新高———破万亿元的融资额

超过前两年融资总和。 统计显示，

无论

IPO

还是配股、 增发， 融资公司

家数、 融资金额均创出新高。 其中，

IPO

公 司

349

家 ， 募 集 资 金 约

4889.87

亿元。

中小板创业板募资超主板

据证券时报数据部统计， 加上

到

12

月

30

日前网上发行的海立美

达、 林州重机等

3

只中小板股票，

今年

A

股融资总额将达到

10568.6

亿元， 而去年、 前年募集资金总额

分别为

5115.48

亿元 、

3516.68

亿

元 ， 今年的融资额超过了前两年

之和。

今年的

IPO

市场无疑是中小板、 创

业板公司的盛宴， 而中小板、 创业板

IPO

迅速增多， 大大提升了

IPO

市盈率

和发行价格。 统计显示， 今年中小板、

创业板

IPO

平均发行市盈率分别是

48.08

倍、

62.09

倍。 在此基础上， 今年

的首发市盈率也创出新高， 为

59.18

倍，

2009

年、

2008

年则分别是

53.33

倍和

26.75

倍。

困扰中小板、 创业板的 “三高”

问题依然存在。 在今年

4

月海普瑞创

出

148

元的发行价纪录后， 近期发行

的汤臣倍健发行价也高达

110

元， 全

年发行价超百元的公司达到

11

家。

此外， 新研股份

150.82

倍的发行市盈

率， 创出两市发行市盈率新高。

再融资刷新纪录

今年上市公司再融资同样衔枚

突进。 全年完成增发公司共计

154

家， 募集金额

3541.44

亿元， 均高

于上年的

134

家和

2956.55

亿元。 配

股重新成为再融资主流方式， 全年

配股公司

18

家， 为前两年的总和；

配股募资高达

1420.02

亿元， 是去年

的

14

倍。

间接融资的短板正在改善———今

年上市公司债券发行规模扩大， 全年

有

235

家公司参与发行企业债券， 发

行总规模

4815.55

亿元；

8

家公司发

行可转债， 发行规模

717.3

亿元， 仅

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就发行了

650

亿

元， 成为可转债发行主力军。

近三成募资流向银行业

在今年证券市场破万亿的融资额

中， 银行业是当之无愧的 “大户”。

数据显示， 除今年农业银行和光

大银行先后上市， 其余

14

家已上市

银行年内也至少完成了一次再融资。

今年上市银行募集资金总额

3413.29

亿元， 其中， 农业银行、 光大银行

IPO

募集资金

902.29

亿元，

14

家已上

市银行通过增发、 配股再募集资金

1861

亿元， 可转债募集资金

650

亿

元。 如果仅计算直接融资的

2763

亿

元， 今年银行业融资额占

A

股市场融

资额的

28%

， 接近三成。

今年通过证券市场融资主要行业

还有交通运输及材料业， 材料业主要

以中小板、 创业板科技型公司为主。

去年占融资额二成的房地产业因行业

调控限制， 虽然披露了数百亿的融资

计划， 但完成的融资额仅有

28.39

亿

元， 占总融资额比重降至不足

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