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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发表宣言承诺加强区域经济联系

� � � �亚太经合组织 （

ＡＰＥＣ

）第十九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１３

日发表 《檀香山

宣言———迈向紧密联系的区域经济》，

承诺采取切实措施推进密切联系的区

域经济， 使所有成员从中获益。

宣言说， 在

２００８

至

２００９

年全球

经济衰退以后， 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

化对实现全球经济的持久复苏非常重

要。

ＡＰＥＣ

成员认识到贸易和投资是

各经济体创造就业和经济繁荣的关

键， 也认识到深化区域一体化对促进

区域和平和稳定至关重要， 因此

ＡＰＥＣ

的核心任务仍将是进一步促进

经济融合和扩大贸易。

ＡＰＥＣ

成员在宣言中重申反对贸

易保护主义， 并敦促即将在

１２

月举行

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八次部长级会议与

会成员在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承诺的基

础上， 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达成一致。

宣言还说，

ＡＰＥＣ

成员将致力于

推动共同绿色增长目标， 通过加强能

源安全、 创造新经济增长等方式加快

向全球低碳经济转型的速度， 应对亚

太地区面临的经济和环境挑战。

宣言说， 为此，

ＡＰＥＣ

各经济体

２０１２

年将为制一个对实现绿色增长和

可持续发展目标有直接和积极贡献的

亚太经合组织环境产品清单而开展工

作。

ＡＰＥＣ

成员决心根据各经济体经

济情况， 在

２０１５

年年底前将这些产

品的实施税率降至

５％

或以下， 并且

不影响亚太经合组织各经济体在世界

贸易组织中的立场。 此外，

ＡＰＥＣ

成

员还将亚太经合组织地区总能源强度

到

２０３５

年降低

４５％

作为意向性目标。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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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据新华社电

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九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

１３

日在美国夏威夷州

首府檀香山举行。 胡锦涛在会上发

表题为 《转变发展方式 实现经济

增长》 的重要讲话。 胡锦涛指出，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１０

周年， 也是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

２０

周年。

２０

年来， 中国开放水平

不断提高， 开放程度日益加深， 对

外贸易和双向投资规模迅速增长，

开放型经济全面发展， 成为全球最

开放的市场之一。

胡锦涛强调指出， 我们要坚定

信心和决心， 拿出勇气和智慧， 切

实落实去年横滨会议通过的 《亚太

经合组织领导人增长战略》， 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高经济增长

质量， 努力推动经济平衡、 包容、

可持续、 创新、 安全增长， 实现亚

太地区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

会和谐稳定。 为此， 应该重点作出

以下努力。

第一， 加强协调， 积极完善全

球经济治理。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

调， 共同提振市场信心； 继续推进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遵循相互尊

重、 集体决策原则， 增加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

权； 提高金融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 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和跨境资

本流动等监管， 保持主要储备货币

流动性的合理稳定， 完善国际货币

体系， 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第二， 坚定不移， 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 发达国家应该实

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 妥善

处理主权债务和财政风险。 新兴

市场国家应该积极扩大内需， 促

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 投资、

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统筹经济社

会发展和环境保护， 实现资源环

境可持续发展， 保持财政、 货币、

贸易、 产业等政策可持续性。 把

促进就业作为巩固和拓展经济社

会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 最大限

度创造劳动者就业和发展机会。

实行更加有利于促进就业的产业、

贸易、 财政、 税收、 金融政策，

建设健全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完善有利于

劳动者成长成才的引导机制、 培

养机制、 评价机制、 激励机制，

提高全体劳动者素质和能力。

第三， 凝聚共识， 继续推进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 切实履行

已经作出的承诺， 不采取新的贸

易保护主义措施， 坚决反对和共

同抵制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推

动建立均衡 、 普惠 、 共赢的多边

贸易体制， 确保各国人民共享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益处 。 积极推进

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 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为亚

太地区经济可持续复苏和发展提

供活力和动力。

胡锦涛指出， 作为亚太地区最重

要的经济合作机制， 亚太经合组织应

该根据国际经济发展和贸易投资新形

势， 在支持各成员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 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独

特作用。

（一） 全面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 深化全球供应链合作，

加强区域内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网

络化建设。 完善中小企业发展的政

策环境， 推动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产

业链。 发挥政府作用， 营造鼓励创

新的环境， 完善技术创新体系， 加

大研发投入， 加强技术合作和技术

转让， 提高各成员创新能力。 同时，

全面推进本地区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 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 加

强经济技术合作， 实现各成员共同

发展繁荣。

（二） 深化亚太地区绿色增长合

作。 兼顾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不同

国情和差别待遇， 稳步降低环境产品

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加强亚太地区森

林可持续恢复和管理， 应对气候变

化。 共同稳定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

保障各国能源需求， 维护能源市场正

常秩序。 改善能源结构， 加强先进能

源技术研发和推广， 大力发展清洁和

可再生能源。

（三） 加强经济结构改革和规制

合作。 加强经济结构改革重点领域合

作， 不断提升区域经济竞争力。

国资委：央企应避免盲目兼并和多元化陷阱

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消除央企并购重组的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就中央企业并购重组有关问

题， 国务院国资委改革局副局长刘

文炳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未

来几年， 中央企业进行市场化并购

重组是大趋势， 要坚持市场化专业

化运作， 创新并购重组方式。 政府

管理部门也应通过改革和创新， 进

一步消除体制性和政策性障碍， 进

一步破除市场分割和地区限制， 清

理各种不利于并购重组和妨碍公平

竞争的规定。

刘文炳说， 当前中央企业还存

在国有经济分布面过宽， 资源分

散， 以及主业不突出、 核心竞争力

不强等问题。 并购重组可以进一步

推动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

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集中、 向具有优势的行业和未来可

能形成主导产业的领域集中、 向具

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

集中、 向中央企业主业集中， 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 提高整体竞争力。

他表示， 从中央企业的数量和

规模来看， 已由国资委成立之初的

１９６

家减少到目前的

１１７

家；

２００３

年底

１８５

家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仅

为

８．３

万亿元左右，

２０１０

年底

１２２

家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２４．３

万

亿元， 超过

８０％

的资产集中在石

油石化、 电力、 国防和通信等关系

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领域

和行业。

刘文炳说， 央企并购重组出现了

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首先， 一些中

央企业发展战略不清晰， 盲目扩张，

带来诸多风险。 其次， 有的企业在并

购重组后内部资源整合不到位， 难以

实现预期目标。 第三， 伴随着并购重

组快速推进， 有的中央企业管控能力

却相对滞后。

对此， 刘文炳提醒央企， 要高度重

视各类风险， 特别要避免盲目兼并和

“多元化” 陷阱。 在实施并购重组过程

中， 企业要正确把握自身能力， 量力

而行， 高度重视各个环节中的风险。

他强调， 未来几年， 中央企业进

行市场化并购重组是大趋势， 要坚持

市场化专业化运作， 创新并购重组方

式。 国资委将继续加强对中央企业并

购重组的指导、 服务和监管， 切实提

高中央企业并购重组的质量和效果。

在刘文炳看来， 中央企业不能只

满足于做 “全运会冠军”， 还要争做

“奥运会冠军”， 海外并购是中央企业

实施国际化经营的必然要求， 是成长

为世界一流公司的必由之路。 但他也

强调， 伴随着 “走出去” 步伐加快，

中央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过程中， 要

高度重视并购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治、

经济、 法律、 文化等各方面的风险。

“之前有的中央企业已经有了这些方面

的教训， 必须引起重视。” 他说。

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

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发布

工信部昨日发布 《重大技术装备自主创新

指导目录 （

2011

年版）》 征求意见稿。 该目录

将为企业开发市场急需的新装备产品提供导

向， 为各级政府及金融机构、 基金组织运用各

种经济、 行政和法规手段支持装备制造业的发

展提供依据。

工信部称， 为提高装备制造业创新发展水

平，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 满足国民经济和国家重点建设工程对装

备产品的需求， 政府部门对 《重大技术装备自

主创新指导目录 （

2009

年版）》 进行了修订，

形成了

2011

年版。

工信部明确， 入选 “目录” 的重大技术装

备产品需满足下列条件： 符合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及传统产业升级的需要； 重大工程和国民

经济建设急需； 节能、 节材潜力大， 环保、 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根据这一标准， 清洁高效发电设备、 大型

石油及石化装备、 轨道交通装备、 大型环保及

资源综合利用设备、 电子及光伏制造装备、 智

能控制系统及精密测量仪器、 高档印刷机械等

19

大领域入选征求意见稿。 （周宇）

财政部：从国际比较看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今年以来， 我国财政收入增长较快， 与之

相关的话题受到关注。 昨日， 财政部相关负责

人解答当前财政热点问题时表示， 从国际比较

来看， 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宏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

ＧＤＰ

的比重，

是衡量政府收入规模的重要指标， 反映了一个

国家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 根据国际

通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 我国政

府财政收入， 除公共财政收入之外， 还应包括

政府性基金收入 （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

收入）、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社会保险基

金收入。

该负责人介绍， 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口径计算，

２０１０

年， 我国宏观税负为

２６．４％

，

２００９

年为

２５．３％

， 而

２００９

年世界各国平均水

平为

３６．４％

， 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

４０．８％

，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

３２．９％

。

该负责人还介绍， 从人均财力水平来看，

我国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 按照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

２０１０

年我国人

均政府财政收入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

１１６６

美元， 而根据预测，

２０１０

年， 美、 日、

德、 法等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都在

１４０００

美

元以上。 （据新华社电）

北京首次立法

明确价格监测制度

北京市政府昨日公布 《北京市价格监测办

法》， 自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将对房屋买卖、

租赁和土地出让以及粮油肉蛋菜等

8

类重要商

品和服务实施价格监测。 这是北京市首次以立

法形式明确价格监测制度。

《办法》规定， 共有

8

类重要商品和服务将

被纳入价格监测， 其中包括粮、 油、 肉、 蛋、

菜等农副产品； 成品油、 燃气、 煤炭等能源产

品； 汽车、 通讯设备、 家用电器等机电产品；

房屋买卖、 租赁和土地出让； 医疗、 教育、 客

货运输等服务； 钢材、 水泥、 有色金属等工业

生产资料； 化肥、 农膜、 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

国家和北京市确定的其他重要商品和服务。

《办法》 首次明确了罚则。 所涉及的单位

和个人须如实提供价格相关信息， 拒绝配合，

影响价格监测工作且逾期不改的， 最高将处以

3

万元罚款。 （张达）

深市四条主题指数

今日发布

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今日发布

四条深证系列主题指数， 包括深证装备指数、

深证房地产指数、 深证环保行业指数和深证大

宗商品生产商指数， 均以

2004

年

12

月

31

日

作为基日，

1000

点为基点。

深证装备指数由石油与天然气设备、 航天

航空、 电气设备、 工业机械与电信设备等领域

的

80

家公司构成样本股； 深证房地产指数由

房地产开发和房地产经营领域的

40

家公司构

成样本股； 深证环保指数由与环保设备制造、

环保服务和清洁生产技术及清洁产品相关领域

的

40

家公司构成样本股； 深证大宗商品生产

商指数由能源、 原材料和农业产品生产领域的

40

家公司构成样本股。

数据显示， 截至

9

月底， 深证装备指数的

流通市值为

5172

亿元， 深证房地产指数为

2735

亿元， 深证环保指数为

3036

亿元， 深证

大宗商品生产商指数为

5484

亿元， 对深市相

应主题板块的流通市值覆盖率均超过

70%

。

(

胡学文

)

商务部发布“十二五”石油流通行业发展指导意见

培育多元化石油市场投资经营主体

证券时报记者 许岩

商务部昨日发布的 《关于 “十

二五” 期间石油流通行业发展的指

导意见》 提出， 到

2015

年， 国内

原油和成品油销售量将分别达到

5.3

亿吨和

2.9

亿吨， 基本满足国

内不断增长的生产与消费需求， 成

品油批发企业常备库存量不小于上

年度平均

15

天销售量。

《指导意见》 提出了 “十二五”

期间石油流通行业发展目标： 我国

石油分销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石油

流通企业规模明显扩大， 多种所有

制主体共同参与竞争的市场格局有

望基本形成； 加油站和油库实现达

标排放， 油品质量升级步伐加快，

能源消耗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大幅下降。

为实现发展目标， 《指导意

见》 指出， 应着力培育多元化的石

油市场投资与经营主体， 吸引多种

经济成分共同参与市场竞争； 进一

步完善原油和成品油经营资格审批

制度， 以合理布局、 满足消费为原

则， 公平石油流通行业市场准入，

完善企业退出机制， 形成以大型国有

石油企业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主体共

同参与竞争的市场格局。

《指导意见》 还明确， 应抓好油

源组织， 完善重点石油企业联系制

度， 建立省际间的资源合作机制，

切实做好产地与销地资源的有效衔

接， 从而确保重要季节、 重要节日

以及重大活动期间的油品供应。 逐

步探索建立全国联网的成品油库存

监测网络 ， 指导石油流通企业建

立成品油商业储备体系 ； 各地可

结合本地区实际 ， 探索建立柴油

地方储备。

此外， 《指导意见》 指出， 我

国还将积极研究制订生物柴油、 乙

醇汽油等替代能源的市场流通政策，

构建高效、 清洁、 低碳的能源供应

体系。

具体保障措施方面， 《指导意

见》 强调指出， 各地商务主管部门要

科学编制发布本地区成品油流通行业

“十二五” 发展规划， 依法实施成品

油油库和加油站建设审批， 严格市场

准入， 合理布局油库和加油站， 避免

重复投资、 重复建设。

1

年期央票放量至

520

亿 净回笼面临重启

证券时报记者 朱凯

央行昨日公告称， 今日将招标

520

亿元

1

年期央票， 数量较上周

100

亿规模放量逾

4

倍， 且为今年

4

月

19

日以来的

7

个月新高。 与

本周到期资金

560

亿元相比， 央行

今日一口就 “咬到肉”， 净回笼将

面临重启。

实际上， 昨日午后债券二级市

场已出现一些异动。 银行间市场部

分利率品种收益率止跌企稳， 证券

交易所市场前期涨幅较大且流动

性较好的品种， 如部分城投债、 企

业债等价格均出现下跌， 跌幅大者

接近

2%

。

同时， 据货币中介人士介绍，

近期同业拆借市场国有银行资金量

维持充沛， 拆出动力较强。 受此影

响， 银行间隔夜回购利率上周五跌

破

3%

， 三周以内的资金价格亦皆

在

4%

之下。

对此， 多数受访人士认为， 央

票放量并不会导致发行利率走高。

相反， 由于市场主动需求较为旺

盛， 不排除央行继续小幅下调发行

利率的可能， 但大幅下调的概率不

大。 华东某城商行负责公开市场的

交易员告诉记者， 仅他们一家投报的

需求就接近

30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央行突然加大

回笼力度或许还与滚动平滑的 “需

求” 有关。 记者查阅了未来

1

年的

公开市场到期情况后发现，

2012

年

11

月

11

日至当年年末的央票及正回

购到期量均为零， 这表明， 如果本

周央行不在

1

年期央票上增量， 明

年此时将 “无米下锅”， 也将为对冲

管理造成不便。 对此， 兴业证券研

究员蔡艳菲告诉记者， 即使央行今

日实施大量正回购， 也不能表明微

调基调的改变， 流动性适度宽裕格

局仍将延续。

此外， 财政存款在年底的集中

释放 ， 也将继续为市场注入流动

性。 据

2010

年数据， 当年

11

月份

剩余财政存款为

34816

亿元， 较

10

月释放

2119

亿； 当年

12

月的剩余

量为

25455

亿元， 较

11

月释放

9361

亿元。

央票此次放量， 或将结束此前两

周合计

1630

亿元的净投放态势。 同

时， 由于年内剩余月份到期总量仅略

超千亿， 平均每周为

180

亿元左右，

央行无需大幅增量， 公开市场再度延

续净回笼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绿城水务 千禧之星

首发申请均未通过

证监会昨日公告， 在发审委

2011

年第

253

次会议上， 广西绿

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和千禧之星

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首发申请均未

通过。 （尹振茂）

两药企因垄断

被罚没合计逾

700

万

国家发改委昨日称， 日前发改

委对山东潍坊顺通医药有限公司和

潍坊市华新医药贸易有限公司非法

控制复方利血平原料药， 哄抬价格、

牟取暴利， 致相关制药企业停产的

情况进行了调查， 并作出严厉处罚。

据悉， 此案为首起垄断重罚案。

据介绍， 复方利血平是列入国

家基本药物目录的抗高血压药， 全

国目前有上千万高血压患者长期依

赖此药。 目前我国仅有两家企业正

常生产复方利血平的主要原料药盐

酸异丙嗪。 但上述两家公司与这两

家企业签订协议垄断了原料药货

源， 并大幅提高了其销售价格。

发改委称， 山东两公司违法行

为情节严重， 性质恶劣， 发改委依

据 《反垄断法》 的规定， 责令山东

两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解除与

盐酸异丙嗪生产企业签订的销售协

议； 对山东顺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罚款合计

687.7

万元， 对潍坊华新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合计

15.26

万元。 （周宇）

（上接

A1

版）

对于这一问题， 一家券商在解

读上述钢铁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

承诺时就表示， 鉴于目前注入铁矿石

方式方法尚不明确， 尚无法测算对公

司未来业绩影响。 如果机构投资者都

无法掌握这种不确定性因素， 中小

投资者所面临风险自然也就更大。

为了避免控股股东在口头护盘

之后将护盘成本转嫁给中小投资者，

从制度上要求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

披露更为充分的信息似乎很有必

要。 具有可行性的一些做法包括，

要求控股股东在作出承诺的同时明

确上述资产以何种方式注入上市公

司， 同时要求与上市公司定期报告

同步披露拟注入资产的详细经营数

据。 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中小投资

者了解控股股东在未来资产注入

的利益落脚点， 并据此做出自己

的选择， 而且定期披露拟注入资

产的经营数据有助于投资者及时

掌握拟注入资产的最新经营情况，

避免实施注资时公布的经营数据

不符合预期而引起投资者不满或

二级市场股价大幅波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