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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披露易”再被黑客攻击而瘫痪

巴塞尔协议

Ⅲ

倒逼美银集“资”广益

19

家公司被吊销种业执照

城商行

IPO

搁浅

今日导读

Inside Today

A2

中国企业

法兰克福上市升温

新材料“十二五”规划

有望下月发布

B1

中国北车召回

54

大列“敏感”动车组

A2

11

部门联手推动机电产品出口

制定

25

个行业出口发展规划；培育认定

200

个出口基地和

2000

家基地企业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日前， 商务部、 外交部、 发改

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

部、 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税务总

局、 质检总局、 银监会等

11

个部门

联合印发 《关于 “十二五” 期间促进

机电产品出口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意见》 强调大力调整出口结构， 加

快培育以技术、 品牌、 质量、 服务为

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 促进出口结构

转型升级。

《意见》 指出， 结合国家 “十二五”

规划和重点行业调整振兴规划， 发布汽

车、 机床、 工程机械、 船舶、 铁路机

车、 摩托车、 计算机、 通信设备、 电子

音响、 家电、 视像设备、 半导体、 冶金

装备、 石油设备、 电力设备、 重型机

械、 农业机械、 航空、 航天、 模具、 印

刷机械、 建材设备、 新能源、 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

25

个行业出口发展规划，

制定分类指导的政策措施。 同时， 鼓励

上述

25

个重点行业

100

个排头兵企业

建立健全境外营销网络和售后服务体

系， 培育和认定

200

个出口基地和

2000

家基地企业， 着力培育

100

家具

有较强科技创新能力和自主核心技术的

跨国机电企业集团。

为了实施以质取胜和科技兴贸战

略， 《意见》 明确， 加快出口基地建

设。 继续抓好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

船舶出口基地和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建

设， 再选择若干带动性强、 产业集聚

明显的重点产业， 培育建立出口基地，

发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政策功能优势，

促进机电产品向产业链高端延伸， 打

造高端出口基地。 充分运用现有资金

政策， 支持出口基地搭建技术研发、

信息服务、 产品认证、 检验检测等公

共服务平台。

为优化产品出口结构， 《意见》 鼓

励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完善进口贴

息政策， 加大对装备制造业、 战略性

新兴产业等的支持， 支持企业引进先

进技术、 关键设备和核心零部件， 通

过消化吸收再创新， 增强科技创新能

力。 此外， 还要继续推动出口产品品

牌建设。 重点发展一批创新能力强、

技术含量高、 市场潜力大的出口企业

和产品， 通过专业展览、 品牌推介等方

式加大自主品牌的海外宣传， 提升品牌

信誉等级。 引导企业加大国际市场品牌

建设投入。 推动企业开展商标和专利的

国外注册保护。

《意见》 指出， 要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 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继续发挥

政策性金融对出口的支持和引导作用。

加大中小企业出口融资支持。 扩大人

民币跨境使用。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

完善海关企业分类管理机制和出口商

品检验检疫政策， 提高货物通关和商

品检验效率， 减轻出口企业负担， 充

分利用中欧安全智能贸易航线试点计

划合作项目， 为出口企业营造便利的

贸易环境。

10

万元以下市值

A

股账户占比超八成

证监会有关负责人称，非法证券活动加剧投资者非理性行为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目前我国投资者股票有效账户已达

1.37

亿户， 持有

A

股的个人账户中市

值在

10

万元以下的占八成以上。 这是

证券时报记者昨日在 “健康的市场需要

你” 投资者保护主题公益广告网上

FLASH

征集大赛启动仪式上获得的消

息。 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

有相当数量的新开户投资者容易受非法

证券活动蒙蔽， 从而造成投资者非理性

市场行为加剧。

据悉，

FLASH

征集大赛由中国

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 中国证券

业协会联合主办。 这次活动是保护基

金公司联合相关单位发挥公益广告的

独特作用、 探索投资者教育工作新形

式的一次有益尝试。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教育办公室

主任瞿秋平在启动仪式上透露， 截

至今年

7

月底， 沪深交易所股票账

户已经达到

1.62

亿户， 有效账户大

约是

1.37

亿户， 证券投资者规模至少

达到

7000

万人。 在庞大的投资者队伍

中， 有

9200

万户为

2007

年以后开立

的账户， 占有效账户

67%

。 如此高比

例的新开户投资者还没有经历过完整

的市场周期， 对证券知识缺乏系统了

解， 风险意识还比较薄弱， 极易受所谓

原始股上市、 内幕信息等赚钱效应的影

响， 受所谓境外上市、 炒股软件、 炒股

俱乐部等非法证券活动蒙蔽， 造成投资

者非理性市场行为加剧， 损害投资者合

法权益。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秘书长周阿满表

示， 据统计， 目前我国

1.37

亿股票有

效账户中， 市值在

10

万元以下的占八

成以上。 证券市场投资者数量庞大、 层

次复杂、 散户居多、 风险意识与防范能

力不足等情况仍将长期存在。 因此， 在

当前市场投资环境逐步改善的情况下，

通过持续开展投资者教育， 增强投资者

的风险意识， 提高投资者保护水平， 仍

是一项重要的责任。

发改委：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人民币将长期保持升值趋势，但这是一个渐进过程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昨日就美

债危机在京接受记者联合采访时表示，

今年全球经济将保持低增长， 但中国经

济不会出现硬着陆。 此外， 他还表示，

人民币将会长期保持升值趋势， 但这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

张晓强表示， 目前还不能做出全球

经济将 “二次探底” 的判断， 但有两点

可以肯定： 一是本次债务危机与

2008

年时不太一样， 因为许多国家财政政策

的回旋余地已经很小， 这会对美欧等国

的经济政策带来很大挑战， 可能会造成

今年全球经济的低增长； 二是不确定因

素非常多， 全球经济十分脆弱。

就美债危机的影响， 张晓强指

出， 美国冀望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致

力于经济复苏， 这种做法肯定会对中

国经济带来冲击。 尤其中国现在的外

汇储备已经高达约

３．２

万亿美元， 在

这种情况下， 如果美国继续实施宽松

货币政策， 势必会对中国外储的全球

购买力带来一定影响。

他同时强调， 当前美欧日复苏

乏力的现状在短期内将导致全球大

宗商品价格走低， 可能会让中国经

济面临的通胀压力有所减缓。 但从

中期看， 因为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

美元的不断贬值， 又会让大宗商品

价格走高， 从而增加中国的输入型通

胀压力。

就国内经济态势， 张晓强指出， 从

今年全年来看， 年初预计的经济增长目

标是

８％

，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９．６％

， 总体判断是向着宏观调控的预

期目标推进， 说明中国更加重视宏观

经济的质量和效益。 目前经济速度有

所降低， 但总体是健康的， 不用担心中

国经济增长会出现大幅回落， 出现 “硬

着陆”。

张晓强表示， 当前关键要落实 “十

二五” 规划纲要中已经提出的各项任

务， 要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落到实处，

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抓出成效， 更多

依靠科技进步和管理创新来支撑发展，

把建设两型社会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着力点， 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转变

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在这几方面还有

很多工作要做。

张晓强同时表示， 欧债和美债危机

的持续发展， 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很大影

响， 最近几天全球股市就发生了大幅震

荡。 这些问题的产生源于为应对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 世界各国都实施了积

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 经过

这几年的积累， 这些国家的财政政策已

经快到极限了， 现在必须缩减财政赤

字， 这就给当下的世界经济发展带来了

很大的挑战。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首破

６．４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

据显示， 昨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

价报

６．３９９１

， 再创汇改以来新高， 同

时创出最大单日升幅。

昨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

中间价为：

１

美元对人民币

６．３９９１

元，

１

欧元对人民币

９．０７２０

元，

１００

日元对人民币

８．３１３２

元，

１

港元对人

民币

０．８１９３９

元，

１

英镑对人民币

１０．３３１３

元， 人民币

１

元对

０．４６９５０

林吉特， 人民币

１

元对

４．６０６７

俄罗

斯卢布。

分析人士认为， 在海外金融市场

剧烈动荡之际， 人民币升值有利于应对

欧美低利率货币政策、 有利于促进国内

经济结构调整、 缓解输入型通胀压力。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丁志杰认

为， 汇率升值不是治理通胀的专用工

具， 但在目前国际背景下， 确实有助于

抑制和缓解通胀， 尤其是输入型通胀。

国泰君安总经济师李迅雷也认为， 在存

款准备金率上调空间日益狭窄的情况

下， 面对欧美国家货币政策的继续宽

松， 央行将更多依仗以人民币升值的方

式来保持一定的紧缩力度。

（据新华社电）

上海金交所警示黄金市场风险

上海黄金交易所昨日下发通知，

要求各会员单位做好近期黄金市场风

险防范工作。

通知称， 受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

用评级及全球金融市场大幅波动影

响， 黄金市场运行的不确定因素进一

步增强， 市场风险加剧。 上海黄金交

易所要求各会员单位做好风险应急预

案， 并根据投资者持仓情况及风险大小

适当调整保证金收取比例， 提示投资者

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上海金交所表示，

如果近期黄金价格波动进一步加剧， 交

易所将根据市场情况， 适时采取提高合

约保证金比例、 调整延期补偿费率、 收

取超期费、 提高交易手续费等措施， 防

范市场风险、 维护市场稳定。 （孙玉）

A

股独树一帜 欧美股市接踵反弹

隔夜欧美股市全线暴跌，

A

股市场却独树一帜， 昨日深沪股市双双大幅低开后震荡走高， 终盘均有超过

１％

的涨幅。

而截至北京时间昨晚

23

时， 美国三大股指涨幅接近

3%

， 欧洲三大股指盘中涨幅也超过

1%

。 图为安徽淮北投资者在营

业部关注股市行情。 （吴家明） （更多报道见

A4

、

C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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