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一揽子金融措施

帮扶中小企业解困

针对当前温州等地中小企业面

临的债务危机和经营困难， 浙江银

监局推出 “一揽子” 金融帮扶措

施， 要求全省银行业全面落实 “三

严五禁”， 鼓励银行创新金融服务，

全力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当前温州中小企业债务危机产

生的重要原因是产业 “空心”、 虚

拟经济泛滥， 为此， 浙江银监局要

求银行业要全面落实 “三严格”，

严格落实银监会贷款新规， 严格落

实利率风险定价， 主动向企业让

利， 对小企业贷款利率原则上不上

浮或少上浮。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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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公开谴责大元股份

董事长及财务总监

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公开谴责宁夏大元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永祥和财务总监魏明

杰。 经上交所审核， 大元股份在信息披露方面

存在一系列问题。

上交所指出， 大元股份

2010

年

2

月

3

日

披露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预案》， 拟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用于收购珠拉黄金

股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

的股权。 但是，

在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情况下， 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大元股份已向珠拉黄金

的股东郭文军支付股权收购款

14800

万元

(

约

占公司

2010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53%)

， 并且，

其中于

2010

年

9

月至

11

月支付的

9800

万元

的行为未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此外， 大元股份在

2011

年

1

月

19

日披露

了 《关于矿业取得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与核

二〇八大队签订 《合作收购合同》， 公司拟以

1.3

亿人民币 （约占公司

2010

年经审计净资产

的

46%

） 的价格收购新疆托里县世峰黄金矿业

有限公司

52%

的股权。 然而， 公司在既未满足

双方约定的合同生效条件也未履行完公司章程

规定的内部决策程序的情况下， 于

2011

年

1

月

21

日和

1

月

24

日分两次共计支付给交易对

方

5000

万元收购股权预付款， 并且未及时进

行信息披露。 （黄婷）

期货投资者保障基金

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执行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联合下发通

知， 明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期货投资

者保障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规定的有关

税收优惠政策继续执行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该通知规定， 对期货保障基金公司取得的

银行存款利息收入、 购买国债、 中央银行和中

央级金融机构发行债券的利息收入， 以及证监

会和财政部批准的其他资金运用取得的收入，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

该通知同时规定， 对期货保障基金公司根

据 《暂行办法》 取得的下列收入， 暂免征收营

业税： 一是期货交易所按风险准备金账户总额

的

15%

和交易手续费的

3%

上缴的期货保障基

金收入； 二是期货公司按代理交易额的千万分

之五至十上缴的期货保障基金收入； 三是依法

向有关责任方追偿所得收入； 四是期货公司破

产清算受偿收入； 五是按规定从期货交易所取

得的运营收入。

此外， 两部门还下发通知称， 决定对企业

持有

2011～2013

年发行的中国铁路建设债券取

得的利息收入， 减半征收所得税。

(

郑晓波

)

深圳楼市延续颓势

“银十”成色不足

进入

10

月， 房地产市场并未迎来预期中

的反弹， 延续

9

月颓势， 新房和二手房成交量

双双下跌。 上周， 深圳一手房共成交

474

套，

环比下降

18.8%

， 成交面积

3.71

万平方米， 环

比下降

32.3%

， 成交均价为

15972

元

/

平方米，

环比下跌

28.4%

。 二手房成交量再一次跌入周

成交

200

套的低谷。 上周二手房共成交

210

套， 成交套数环比下降

67.1%

， 成交面积为

1.68

万平方米， 环比下降

68.2%

， 成交均价

18505

元

/

平方米， 环比下降

7.8%

。

上周， 宝安、 龙岗两区新房成交

315

套，

占全市成交量的

66.5%

； 其他四区共成交

159

套， 占全市成交量的

33.5%

。 在成交均价方

面， 上周南山区全市最高为

38217

元

/

平方米，

龙岗区全市最低为

14040

元

/

平方米。

世联地产认为， 市场观望情绪依然浓重，

开发商也无实质性的降价促销， 导致市场成交

量持续在低谷徘徊。 （杨晨）

第三季度

VC\PE

退出回报持续走低

清科研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季

度， 受境内市盈率下降、 境外经济走低等因素

影响， 首次公开发行 （

IPO

） 数量和融资额持

续下滑， 第三季度中国企业

IPO

市场为

2009

年境内

IPO

重启、 创业板开闸以来的历史最低

水平， 仅有

82

家中国企业在境内外市场上市，

环比减少了

20

家， 同比减少了

29

家， 降幅均

在

20%

左右。 美国市场更是险些交出白卷。

投资回报也出现了持续走低。 第三季度上

市企业中，

43

家有创投支持背景的上市企业

为其背后的

106

支风险投资基金

/

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 （

VC/PE

） 带来了

5.38

倍的平均账面投

资回报， 其中境内上市的企业为

VC/PE

带来

的平均账面投资回报为

5.53

倍， 海外上市的

企业为投资者带来的平均账面投资回报为

4.61

倍。 从具体市场来看， 深圳创业板的回报持续

下滑， 第三季度仅为投资机构带来

6.32

倍平

均账面投资回报， 较

2010

年全年平均

10.90

倍的账面回报水平缩水将近一半。 （胡学文）

两新股明日

登陆创业板

明日， 联建光电、 中威电子两

新股将登陆创业板， 在深交所挂牌

上市交易。

深圳市联建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为 “联建光电”

,

证券代

码为 “

300269

”， 公司股份总数为

7358

万股， 其中首次上网定价公

开发行

1480

万股股票； 杭州中威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为 “中

威电子”

,

证券代码为 “

300270

”，

公司股份总数为

4000

万股， 其中

首次上网定价公开发行

800

万股

股票。 （张媛媛）

审计署收回违规使用

节能减排资金

2.01

亿元

昨日， 审计署公布了对

20

个

省有关企业节能减排审计调查整改

结果。 审计结果显示， 截至

2011

年

7

月底，

20

个省地方政府主管

部门已督促

11

户企业将挤占、 挪

用的

0.57

亿元资金全部归还原渠

道； 将

26

户企业套取、 多得的

1.44

亿元资金全部收回。 此次共收

回违规使用节能减排资金

2.01

亿

元。 根据审计发现的问题， 四川、

吉林等

14

个省有关部门督促企业

建成未按期完工的节能技术改造工

程项目

298

个。 （岩雪）

(127)

1

、 问： 企业债的应计利息额

是怎样计算的？

答： 企业债实行净价交易。 在

债券净价交易模式下， 按净价价格

进行申报和交易， 但结算价格仍是

全价计算， 即以成交价格和应计利

息额之和作为结算价格。 其中：

应计利息额

=

票面利率

÷365

（天）

×

已计息天数

×100

。

其中， 国债和企业债券的计息

天数为付息起息日至交易日止期间

的实际日历天数； 公司债券的计息

天数为付息起息日至交收日的前一

自然日止期间的实际日历天数。 当

票面利率不能被

365

天整除时， 电

脑系统按默认位数全额计算。 交割

单应计利息总额按四舍五入原则，

以元为单位保留

2

位小数列示。

2

、 问： 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某

上市公司

5%

的股份并已按深交所

规定进行了信息披露， 之后如继续

通过证券交易增持， 是否仍需进行

信息披露？ 具体规定是怎样的？

答： 根据 《证券法》 第

86

条

和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

13

条第二款的规定， 投资者及其

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一

个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5%

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 其拥

有权益的股份占该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的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

5%

，

应当依照前款规定进行报告和公

告。 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 公

告后

2

日内， 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

公司的股票。

3

、 问： 投资者在减持其持有的

上市公司解禁股时， 是否可以在二级

市场又买入该公司股份？

答： 需要视不同投资者的具体情

况和身份而定。 如投资者身为上市公

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

以上的股东的， 根据 《证券法》

第

47

条规定， 不得在卖出公司股份

后的

6

个月内又买入， 其他投资者不

受此限制。

4

、 问： 协议转让可直接来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柜台办理吗？

答： 不可以。 转让双方需先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法律部办理股份转让确

认， 再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柜台办

理股份过户登记。

5

、 问： 证券账户卡已遗失可以

销户吗

?

答

:

可以。 只要在销户申请表上

注明证券账户卡已遗失即可。

6

、 问： 身份证号码一样， 名字

不一样可以开户吗

?

答

:

可以的。 个人投资者申领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之前， 本公司允许使

用未过有效期的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前

来办理开户业务， 但由于第一代身份

证号是手工编号， 没有全国联网， 人

为原因造成号码重复的情况较多， 所

以本公司对于身份证号码一致， 但名

字不同的可以允许开户。

7

、 问：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限制

性股票应在什么机构授予之后， 多长

时间内完成授予登记？

答： 应该在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授

予之后

30

日内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登记存管部完成授予登记。

8

、 问： 深市证券账户市值超过

10

万， 而且是借他人身份证炒股， 目

前已有证券公司开具的权属证明， 实

际持有人是否可以到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公司柜台办理规范手续

?

答： 不可以。 需要投资者通过有

权机关办理确权证明， 然后再到本公

司办理规范手续。

转型绿色

GDP

湖南攸县

IT

消费风景线

证券时报记者 汤亚平

在深圳以的士司机和 “攸县豆

腐” 出名的攸县， 在湖南素有 “沿

海的内地， 内陆的前沿” 之称， 交

通便利， 资源丰富， 是煤炭和劳务

输出的大县。 攸县经济活跃， 消费

能力较强，

IT

产品成为今年攸县

消费品市场出现的新亮点。

在这个经济活跃的大县里， 记

者了解到， 过去以娱乐一条街、 洗

脚城一条街出名的攸县县城， 如今

也有了

IT

一条街的风景线。

乘坐大巴进入攸县， 映入记者

眼帘的有

40

多家

IT

商户， 分别分

布在 “攸州大都市” 电脑城及大巷

路的临街铺面， 冠以攸县联想、 攸

县百信、 攸县七喜、 攸县来天、 攸

县方正等名称的招牌扑面而来。 其

中， 攸县百信电脑科技公司主营联

想产品， 是当地的龙头公司， 是家

电下乡指定店。

长假期间， 攸县电脑和手机市

场也渐渐迎来了销售高峰。 在多家

大型手机电脑销售点， 记者见到了

不少和父母一起来购机的学生。

在联想电脑专卖店， 销售人员

告诉记者， 在学生消费的带动下，

该店的品牌电脑销售情况很好。

9

月份是最旺的一个月， 前有学生开

学， 中考、 高考录取的学生陆续来

购买电脑； 后有国庆长假，

TI

产

品成了抢手货。 这一个月下来， 预

计销量会比平时增长

35%

左右。

据了解， 为了抢占暑假和国庆

长假电脑市场， 攸县的电脑商家纷

纷打出 “学生牌”， 如买商品送大

礼包等。 攸县百信电脑科技公司销

售员说： “高中毕业生是主要的消

费群体， 一拿到毕业证和录取通知

书， 很多父母就陪同来购买了。”

虽然联想占据主导地位， 但产

品多元化是大趋势。 据当地商家介

绍， 大部分商家都兼营多个品牌。

攸县永达电脑科技主要经营联想与

惠普的台式机和笔记本， 兼营其他

全系列产品， 只要客户有需求， 公

司都能满足。 攸县实达电脑以新

蓝、 联想为主打品牌； 还有一家叫格

律诗的店则以联想、 华硕为主， 星宇

泉为辅。 这种多元化经营已经形成了

一种模式， 但并不能满足当地市场的

需求。 商家均表示， 由于产品选择面

较窄， 上游支持力度有限， 样机摆放

较少， 很多消费者会选择到大城市进

行购买。

据了解， 当地以中端产品为主

打， 主要以家庭用户为主。 格律诗总

经理周穗对记者说， 公司每月的销量

是

30

台， 平均价位是

2500～4500

元

左右。 攸县方正网络科技中心曾亚平

也表示， 在攸县， 中高端占据主导消

费群体， 台式机比笔记本的量大， 上

网本则趋于颓势。

攸县的消费趋势向

IT

产品延伸，

与当地政府引导经济从 “黑色

GDP

（国内生产总值）” 向 “绿色

GDP

” 转

型息息相关。 攸县煤矿资源丰富， 小

煤窑、 小铁矿、 小冶金、 小化肥以及

小水泥等小企业， 一度成为县域经济

增长的主要推手， 当地人戏称为 “黑

色

GDP

”。 近年来， 攸县通过引导信

贷投向， 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

限制类和禁止类的项目进行严控， 部

分 “两高一剩” 企业信贷申请因此受

到制约， 海达化肥、 福成毛巾、 常青

礼品等一批高能耗或低产出的企业已

相继停产。 而 “三农” 行业、 符合产

业政策的中小企业、 消费民生类贷款

等受到攸县金融机构的青睐。

湖南攸县行

人民币收盘创汇改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专家称主要受美元结汇需求大增影响，与政策面关系不大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国庆长假后首个交易日， 人民

币对美元即期收盘大涨

0.58%

至

6.3486

元， 刷新

2005

年汇改以来

新高， 同时创下此期间最大单日涨

幅。 与当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

的中间价

6.3586

元相比， 收盘价

整整走高

100

个基点。

9

月份最后两个交易日， 受到

对国内假期海外市场极大不确定的

担忧， 避险资金纷纷涌入美元头寸，

一度导致

9

月

29

日人民币对美元中

间价微跌而即期收盘价跌停， 以及

9

月

30

日中间价创新高而即期汇价

盘中跌停的非理性一幕。

对于昨日的走势， 受访大行外

汇交易员认为， 这主要还是受到美

元结汇需求大增的影响， 与政策面

等关系不大。 交易员表示， 由于节

前银行积累了较多的结汇盘， 昨日

首个交易日的卖出， 大幅推升了人

民币对美元汇价。 据介绍， 昨日即

期市场开盘人民币对美元在

6.3850

元， 与上一个交易日收盘仅有

9

个基

点差距， 但随后美元一路下挫， 几乎

是单边走势。

昨日非美货币对美元多数上涨，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币走势。

不过， 外汇分析人士同时指出， 昨日

欧元对美元大涨， 但其汇价与

9

月底

时仍大致相当， 对人民币的带动应较

为有限。

招商银行总行金融市场部高级分

析师刘东亮告诉记者， 昨日人民币对

美元创下汇改以来最大涨幅， 一方面

是对节前过度反应的修正， 同时也印

证了市场对未来中期内人民币升值预

期不改的判断。 对此， 中国光大银行

宏观策略分析师盛宏清指出， 近期境

内即期市场人民币汇率有升有贬， 波

动幅度加大。 今年

1

至

9

月， 人民币

对美元汇率已升值约

3.9%

， 预计全

年升值幅度在

5.5%

左右， 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将至

6.20

附近。

“国庆长假前香港离岸市场与境

内即期汇差多达千点， 但昨日仅在

450

点左右。 套利空间的大幅缩窄抑

制了市场投机行为。” 刘东亮指出。

另据外媒报道， 为满足参与银行

贸易项下人民币平盘需求， 中国央行

已大幅提高第四季度通过清算行和内

地代理行购售人民币的额度。 而香港

金管局发言人此前也作出回应称， 今

年第四季度需要到上海兑换窗口平盘

的金额， 可能较此前几个季度有所增

加， 但估计购售净额将不会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 分析人士对此表示， 这

也遏制了市场的投机冲动， 有助于稳

定市场汇率预期。

京客隆

IPO14

日上会

证监会发行监管部昨日晚间公

告称， 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定于

10

月

14

日召开

2011

年第

225

次

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会议， 审核北

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发申请。 （尹振茂）

顺“市”而为 汇金增持释放积极信号

（上接 A1 版） 这种带有市值管理

特点的增持， 本质上是一种以股票

的内在价值为操作尺度的市场行

为， 它对于广大投资者信心的提振

更有效， 也更真实。 推而言之， 对

于在汇金之前多家央企增持自家公

司股票的行为， 也不妨作如是观。

从长期看， 稳定市场主要靠无

形之手， 发挥市场自身固有的纠错

功能。 相比缓发或停发新股、 人为

控制再融资节奏等“救市” 举措，

汇金等央企通过看不见的手来增持

麾下公司股票的行为， 可理解为低

价买入、 志在长远的顺“市” 而为

之举， 如此亦符合中国股市的市场

化改革取向。 实际上， 在汇金等增

持麾下公司股票的同时， IPO 或再融

资并未因人为调控而明显放慢节奏。

换言之， 汇金等央企的增持行为市场

化含量较高， 这种增持如果能最终在

事实上达成“维稳” 的结果， 那也是

一种健康的“维稳”。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经济转

型稳健推进、 上市公司业绩整体优良、

地方政府债务虽有风险但可控， 这些

都是支撑中国股市最终会向好的内因；

债务危机下的欧风美雨， 毕竟是外在

因素， 不可能从根本上决定中国股市

的走向。 汇金等央企的增持之举， 应

是基于这一判断下的市场化抉择。 投

资者有理由寄望汇金的增持将成为中

国股市企稳向好的一个重要起点。

（上接 A1 版） 近年来， 深交所理

事长陈东征等多次率员考察高新区

和区内拟上市企业， 并与西安高新

区共同举办企业改制上市培训和交

流活动， 选派干部挂职， 推动西安

高新区中小企业改制上市工作。

创新意识崛起

平均每个工作日注册企业 12

家、 每个工作日申报专利 31 项

……这是 2010 年西安高新区的一

组统计数据。 同年， 该园区实现营

业收入超过 4000 亿元， 营业收入

过亿元的企业达到 253 家， 成为中

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最高、 创新创

业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

从西安高新区中小企业的行

业分布来看， 装备制造、 电子信

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节能环

保企业的主营产品优势明显， 适

合在创业板发行上市。 西安在推

动技术创新、 发展拥有民族自主

知识产权等高新技术产品方面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 近年来， 不仅

引进了 100 多家大型研发企业、

工程技术中心， 搭建了产学研合

作促进本地科技资源优势向创新

优势转化的良好平台， 还建设了

生物医药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网、

云计算服务平台、 动漫制作平台、

西安科技资源网、 高新区企业信

息等开放式的公共服务平台。

西安高新区管委会金融办主任

丁震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西安高新

区“十二五” 规划将以板块方式集

约发展。 在不久的将来， 软件新

城、 长安通信产业园、 西太路沿线

商务区等将在西安拔地而起。

融资模式思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西部高新

园区呈现出几大特点———创业团队

新、 技术新、 市场新， 企业成长性

高、 前景广阔， 但同时也伴随着几个

突出的问题， 如企业资产少、 财务计

划性弱、 资金需求迫切等。

尤其是今年以来， 受宏观经济

形势影响， 相关中小企业融资的政

策与方式都在不断发生变化， 这些

西部中小企业正在尝试不断地与金

融机构、 中介机构、 管理机构进行

沟通和探索， 想方设法发挥不同融

资渠道、 不同金融机构的特长， 不

断设计新的融资模式， 探索共荣发

展的新业务。

可喜的是， 众多创业投资企业如

德同资本、 硅谷天堂、 达晨创投、 元

大金控、 实地资本、 力合创投等国内

外知名机构已纷纷在西安 “安营扎

寨”， 设立分支机构。

目前， 西安高新区在册各类投资

机构 345 家， 注册资本总额 100 亿

元， 区内企业累计获得各创业投资机

构投资 66.87 亿元。 正是这股力量形

成了促进当地中小企业发展的合力，

创造出了适合西部中小企业发展的小

环境， 为解决区域资本市场的难题创

造了条件。

诚如西安高新区展览区的一联结

束语所言： “奇迹诞生于梦想， 历史

见证辉煌， 在路上， 我们执著昂扬，

以钟鼎的恢宏， 奏响现代经济交响，

以千年帝都的气度， 演绎传统与现代

华美转场……” 以西安高新区为代表

的西部城市正厚积薄发， 向中国资本

市场发起新的冲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