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连日大雪造成比利时布鲁塞尔超过

1100

公里的大堵车。

IC/

供图

印尼经济增速创出亚洲

金融危机以来最高增速

证券时报记者 浩林

据海外媒体报道， 由于外资投资与国内需

求的增加， 抵消了欧债危机所导致的出口需求

减少，

2011

年印尼经济增速达到亚洲金融危

机前的最高值。

印尼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该

国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增长了

6.5%

， 经济

表现好于泰国、 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此外，

印尼时隔

14

年重获穆迪和惠誉的 “投资级”

评级。

美银美林驻新加坡分析师蔡学敏表示， 今

年全球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印尼经济增速

可能放缓至

6%

， 不过， 由于消费强劲、 基础

设施建设以及外国投资的增长， 今年印尼经济

的表现仍将好于东南亚多数国家。

此外， 印尼

1

月份的通胀率从去年

12

月

份的

3.79%

降至

3.65%

， 为印尼央行进一步放

松货币政策提供了空间。 不过， 市场人士普遍

预计， 印尼央行本周将宣布维持基准利率于

6%

不变。

保尔森基金

1

月份增长

5%

证券时报记者 浩林

据海外媒体报道， 今年

1

月全球股市表现

喜人， 著名对冲基金经理人保尔森旗下的旗舰

基金

Advantage Plus

也增长了

5%

。 而在去年，

保尔森遭遇了自创建基金公司以来的最差业绩

表现。

总部位于纽约的保尔森对冲基金公司目

前共管理着约

240

亿美元资产。 数据显示，

Advantage Plus

基金的黄金类资产在今年

1

月

份增长了

7.4%

， 主要购买衍生品及其他黄金

相关投资产品的保尔森黄金基金在

1

月也大涨

了

13%

。

去年， 保尔森基金因投资花旗集团、 美国

银行、 嘉汉林业等股票损失惨重， 其他投资表

现也堪称惨淡，

Advantage Plus

基金总共亏损

了

51%

。

全球仅

37%

企业认为

收入确认会计准则需完善

证券时报记者 李清香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

2012

年

《国际商业问卷调查报告》 结果显示， 尽管企

业收入确认准则的不一致性给企业带来了诸多

问题， 但全球仅

37%

的企业认为现行的收入确

认会计准则需要完善或更替。

由于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

GAAP

） 中有关

收入确认的要求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

IFRS

）

不尽相同，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 （

IASB

） 与美

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 （

FASB

） 正在起草收

入确认联合方案， 制定适用于所有行业、 单一

的收入模型。

不过， 由于担忧新的联合方案带来成本上

升和复杂度提高， 全球仅

37%

的企业认为现行

的收入确认会计准则需要完善或更替，

62%

的

受访者认为新的联合确认方案将会导致企业成

本上升，

65%

的受访者认为会使财务报表更加

复杂。

Grant Thornton

国际首席执行官

Ed Nus－

baum

表示， 此次修订委员会提出的最新方案，

更多呈现的是规定的条款与现实的运用之间的

权衡， 将有效降低企业进行准则转换时的成本

及复杂度。

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合伙人兼董事

长徐华表示： “部分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后出

现了信用危机， 投资者和一些研究机构纷纷对

企业的财务信息表示疑虑， 给中国企业的海外上

市之路增添了阻碍。 为了避免此类危机的再度发

生， 已在海外上市和有上市预期的企业需要对国

际会计准则有更好的了解和运用， 提升透明度，

增强市场信心， 并且对准则的变化保持灵敏度，

才能实现企业在海外市场更好的发展。”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

惊现“李鬼”网站

证券时报记者 吕锦明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呼吁香港市民提高警

惕， 留意一个域名为 “

www.bankcommhk.com

”

的欺诈网站。 金管局称， 该网站与交通银行香

港分行的官方网站相似， 交通银行已声明与该

欺诈网站没有任何关系。

据悉， 交行目前已将事件转交香港警务处

作进一步调查。 交行提醒， 若任何人士曾向该

网站提供其个人数据， 或曾通过该网站进行任

何交易， 应联络交行及任何一间香港警署或香

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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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猎猎 欧洲经济恐遭“冰冻”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暖冬之后持续极寒， 全球天气

到底怎么了？

近期， 极寒天气席卷欧亚， 全

球多个国家遭遇罕见的极寒天气。

在欧债危机阴霾依旧的大背景下，

突如其来的严寒也给欧洲经济带来

了阵阵寒意。

在过去的一周， 欧洲已有超过

200

人因严寒丧生。 尽管本轮极寒

天气对于欧洲经济影响的统计数据

还没有出台， 但已经对多国的交

通、 能源等方面造成极大影响。 各

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清理积雪， 但

是欧洲东部和中部多座机场

4

日被

迫关闭， 航班和列车晚点， 公路交

通受阻。

欧洲最繁忙的机场伦敦希思罗

国际机场上周末取消了约三分之一

的航班， 估计约

1200

个班次受到

影响。

除了交通运输业以外， 欧洲

的电力和能源供给也受到严重的

影响。 过去十年， 俄、 乌两国因

天然气纠纷而两度引爆欧洲能源

危机， 造成欧洲数千万人无天然

气可用的窘境。 值得注意的是，

极寒天气使欧洲各国用于取暖的天

然气用量不断飙升， 导致天然气供

应方俄罗斯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出

现了摩擦。

据海外媒体报道， 德国最大的能

源进口商意昂集团以及

RWE

能源集

团都证实， 德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

气明显减少了三分之一。 对于俄罗斯

向欧洲天然气出口出现缩减的原因，

俄方指责乌克兰非法截取俄气所致，

但乌克兰政府极力否认。 乌克兰能源

部长博伊科表示， 乌克兰严格按照合

同规定抽取天然气。

欧盟警告， 如果极寒天气持续，

欧洲可能出现新一波能源危机。 有消

息指出， 欧洲为了提升能源安全， 打

算兴建一条避开俄罗斯且连接欧洲到

里海的天然气管道。 但有分析人士指

出， 上述协议的谈判目前已近乎破

裂， 参与国之一的土耳其在过程中扮

演关键性的角色。

此外， 也有分析人士担心， 极寒

天气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 可能对粮

食生产造成影响， 粮食供应的不确定

性将推高国际粮价。 世界银行日前发

布的 《粮食价格观察》 报告认为， 全

球粮食价格虽有所下降， 但仍处于高

位且不稳定， 需要对此保持警惕。

违约忧虑令希腊再奏“命运交响曲”

随着希腊债务谈判一拖再拖，市场已开始做空欧元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不改革就破产！” 欧元集团

主席容克坚定地表示。 与容克一

样， 欧元区各国也对希腊渐渐失去

耐心。

希腊债务谈判进入关键时刻，

成败与否直接关系到

3

月底希腊是

否会发生无序违约。 经过

5

个小时

的磋商， 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与各

政党领袖于当地时间

5

日就进一步

削减政府支出达成框架共识。 而在

昨日， 希腊各政党领导人继续举行

会谈， 极力避免违约。

有框架没细节

面对重重压力， 帕帕季莫斯与

希腊各政党领导人进行了长达

5

小

时的 “马拉松式” 会谈。 会后， 帕

帕季莫斯宣布， 组成联合政府的三

个政党的领袖已经同意， 在

2012

年削减占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1.5%

的政府开支。 此外， 希腊还将

对各家银行进行资产重组， 以争取

赢得关键的

1300

亿欧元救助资金。

据悉， 削减开支的措施包括削

减政府雇员的工资等， 但帕帕季莫

斯并没有说明减薪的具体措施。 有

消息人士透露， 尽管希腊政府已就

削减开支的额度达成一致， 但仍未

就具体的改革措施达成一致， 特别

是争议较大的降低最低工资水平和

减少奖金等措施。

希腊的国际债权人一直希望希

腊能够进行严格的财政改革， 如降

低最低工资、 令劳动力市场实现自

由化等， 但希腊似乎行动迟缓， 该

国给出的理由是实施过于严厉的财

政紧缩措施将拖累希腊经济。 有分

析人士表示， 希腊各党达成的削减

支出共识只有框架， 缺乏细节， 而

留给希腊政府的时间已不多。

欧盟下最后通牒

目前， 希腊政府与私营部门债

权人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欧元区财

长也对希腊下最后通牒： 如果希腊

不加速实施改革， 私营部门债权人

的债务减记计划将无法继续推进，

欧元区也不会向该国提供更多援

助。 此外， 欧盟要求希腊政府在当

地时间

6

日中午前告知欧盟， 是否

接受严苛的新援助协议条款。

然而， 希腊再次上演 “拖字

诀”。 希腊一名政府官员昨日表示，

希腊政府和政党领导人必须在下一

次欧元区财长会议前， 与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

IMF

） 和欧盟就新一轮

援助条款达成一致， 但否认必须在

6

日就是否接受协议条款给出答复。

欧元战战兢兢

受美国就业数据强劲提振， 亚

太股市昨日普遍上涨，

MSCI

亚太

指数上涨

0.5%

。 不过， 市场对希

腊出现债务违约的忧虑逐渐升温，

欧洲股市低开， 法国股市盘中跌幅

超过

1%

。 欧元兑美元汇率一度跌

至

1.30

水 平 ， 盘 中 跌 幅 超 过

0.5%

， 意大利和西班牙国债收益

率也继续上升。

希腊有

145

亿欧元的债务在

3

月份到期， 如果未能成功赢得新一

轮援助贷款， 希腊将很难避免发生

债务违约。 花旗银行认为， 如果希

腊违约， 势必引发汇市的剧烈波

动。 纽约梅隆银资深外汇策略师迈

克表示， 随着希腊债务谈判一拖再

拖， 市场已开始做空欧元。

(139)

1

、 问： 如何取消 “互动易”

的加关注功能？

答： 用户如要取消对上市公司

的关注， 可以通过个人服务专区

的 “关注公司” 列表对上市公司

取消关注， 也可以通过所关注公

司的上市公司专网首页对上市公

司取消关注。

用户如要取消对其他注册投资

者的关注， 可以通过个人服务专区

的 “我关注的投资者” 列表对其他

注册投资者取消关注。

2

、 问： 投资者可以对上市公

司在 “互动易” 上的回复进行评

分， 是吗？

答： 是的。 为鼓励上市公司积

极认真地回复投资者提问， “互动

易” 为投资者设置了给上市公司回

复加分的功能。 投资者可以对较满

意的上市公司回复进行加分。

3

、 问： 在 “互动易” 上怎样

给上市公司回复加分？

答： “互动易” 向注册用户提

供对上市公司回复加分的功能， 注

册用户在登录后可对 “互动易” 主

网站及公司专网的任意上市公司回

复评分， 每位用户只能评一次， 每

次可加一分。 具体操作为： 点击回

复中的 “加分” 即可完成加分。

4

、 问： 如何在 “互动易” 上

查看参与过评分的回复以及最高的

回复评分排行？

答： 用户在操作完 “加分”

后， 即可在左侧看到该提问的最新

得分。 同时， 投资者评分后， 可

登录个人服务专区的 “我参与的

评分” 查看自己参与过评分的所

有回复。

另外， 投资者还可在 “互动

易” 网站首页的 “最满意的答复”

栏目查看评分最高回复的排行。

5

、 问： 可以将 “互动易” 上

的上市公司回复转发至其他网站

上吗？

答： 可以。 深交所 “互动易”

在上市公司的回复内容后面设有转

发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的功能， 投

资者可将相应内容转发到新浪微博

或腾讯微博上。

具体操作为： 首先， 点击回复内

容下方的新浪微博或腾讯微博的图

标； 其次， 在弹出窗口登录微博并点

击相应的转发按钮， 即可。

6

、 因公司分立合并需要到本公

司办理非交易过户时， 应提交哪些

材料？

答： 根据 《公司法》 的规定， 公

司合并、 分立时， 注销的公司无需进

行清算。

申请人 （受让方） 需提交以下

材料：

（

1

） 公司登记机关出具的原公

司的注销证明；

（

2

） 经公证的合并协议

/

分立协

议 （协议需对相关资产的处置、 债权

债务的承继有明确的说明）， 本公司

认为必要时可要求申请人提供资产负

债表及财产清单；

（

3

） 原公司的基本信息 （机读

档案等）；

（

4

） 申请人 （受让方） 的身份

证明文件；

（

5

） 原公司及申请人 （受让方）

的账户卡。

7

、 办理深市证券非交易过户业

务， 过户双方是否必须在同一家证券

公司开户？

答： 不需要。

8

、 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时， 对

于港澳自然人身份证明文件有什么特

别规定？

答： 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时， 根

据总部 《关于境外投资者办理登记业

务需提交的身份证明文件等有关事项

的通知》 的规定， 香港永久性居民身

份证需经我国司法部委托的香港公证

人公证， 并盖有中国法律服务

(

香

港

)

有限公司转递香港公证文书专用

章。 澳门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应经过澳

门政府公证部门或我国司法部委托的

公证人公证， 并经中国法律服务

(

澳

门

)

公司加盖核验章。

9

、 港澳自然人办理证券非交易

过户时， 同时持有居民身份证及香港

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的， 还须办理居

民身份认证吗？

答： 不需要。

10

、 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时， 对

于外国

(

地区

)

投资者提交的身份证

明文件有什么特别规定？

答： 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时， 外

国 （地区） 投资者提交的文件， 须经

我国驻该国使、 领馆认证， 或者履行

我国与该所在国订立的有关条约中规

定的身份证明手续。 如投资者所在国

家 （地区） 与我国无外交关系， 其提

供的文件， 需先经该国外交部或其授

权机构和与我国有外交关系国家驻该

国使、 领馆认证后， 再办理我国驻该

第三国使、 领馆认证。

香港证监会拒绝下调费率遭炮轰

证券时报记者 唐盛

在昨日举行的香港立法会财经

事务委员会会议上， 香港证监会提

交了未来一年的财政预算报告， 但

与会的多名立法会议员指出， 香港

证监会坐拥庞大的财政储备， 要求

其下调交易费率， 有议员甚至因不

满证监会的做法而提出要求其重新

提交报告的动议。

香港证监会在最新提交的未来

一年财政预算报告中提出， 下一年

度的预算支出将增加

34%

， 而证监

会的储备金则高达

70

多亿港元，

相当于

7

年的开支。 有法律界人士

指出， 这一数字远高于香港现行法

例所允许的两年开支的限制。

对此， 有多个立法会议员提出

批评， 认为香港证监会坐拥丰厚的

财政储备， 却不肯减收股票交易征

费， 同时质疑香港证监会是否有需

要以高昂的租金租用位于中环的长

江中心作为其办公写字楼。

议员涂谨申狠批香港证监会的

做法之余， 还提出不满动议， 并获

得大部分与会议员通过。 香港立法

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因此提出， 要求

香港证监会重新提交报告才可以呈

交香港财政司司长批准。

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欧达礼昨

日在立法会上表示， 由于要应对环

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所以涉及额外

的开支。 他指出， 一旦调低征费率

就有可能会造成营运赤字， 但证监

会将会定期检讨征费制度。 他同时

强调， 香港证监会的办事处有必要

保留在金融市场中心的地理位置，

但随着香港其它核心商业区发展，

未来证监会将会弹性考虑搬迁到中

环以外的地方。

香港证监会发言人昨日就有议

员不满提出动议一事表示， 将会向

董事局汇报议员的反映意见， 并评

估目前的储备运用方针， 包括监管

目标、 预计营运开支及整体市况等。

港交所拟就中途停牌进行咨询

港交所拟于今年

4

月推出咨询

文件， 就引入中途停牌交易向公众

进行咨询。 港交所初步提出的方案

将主要包括： 上市公司在交易时段

内发布股价敏感资料公告只需短暂

停牌

３０

至

４５

分钟， 以及复牌后最

少留有

１５

分钟予市场买卖， 而复

牌前将设有

１０

分钟的竞价时段。

根据新规， 上市公司最迟要在

当日下午

２

：

５０

前发放股价敏感资

料公告， 才可在收市前有足够时间

予投资者买卖。 目前港交所规定的

敏感资料停牌时间是最少半日。

新交易规则需考虑三大问题，

即投资者消化上市公司股价敏感消

息通告所需时间、 经纪重新输入投

资者买卖指令的程序， 以及香港

H

股与内地

A

股的停牌时差。

据悉， 港交所拟建议交易时段内

复牌的股票须在复牌后交易最少

15

分钟方能收市。 即日后申请在交易时

段内复牌的股票最迟须于中午

3

点

45

分恢复交易。 除此以外， 根据港

交所初步提出的建议， 个股停牌前投

资者已输入的买卖指令由港交所作全

数取消操作， 投资者若想在个股复牌

后继续买卖， 须重新下单。

港交所于

2009

年曾探讨缩短停牌

时间， 后因业界反对而搁置。 如果此

次香港停牌时间缩短， 将衍生

A

、

H

股

复牌时间出现不一致的问题， 需港交

所与内地相关部门进行沟通。 （孙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