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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

PMI

创

7

个月新低 部分行业现通缩苗头

证券时报记者 岩雪

汇丰昨日公布的

6

月份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

PMI

） 终

值为

48.2

， 较

6

月初值上升

0.1

，

创

7

个月以来新低。 业内分析指

出，

6

月份汇丰

PMI

数据一方面

说明当前经济仍然较为疲弱， 另

一方面也预示着经济正在筑底，

很可能在三季度展开弱势反弹。

数据显示， 二季度汇丰

PMI

均

值为

2009

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

根据汇丰公布的

PMI

， 中国制造业

指数已经连续第

8

个月处于低于

50

的萎缩状态。 而统计局公布的

6

月份

官方

PMI

为

50.2

， 创

7

个月新低， 但

该数据高于

50

荣枯分水岭水平。

证券时报记者比较两个

PMI

数

据时发现， 汇丰

PMI

数据走势基本

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PMI

一致， 与

5

月份相比较，

6

月份两个

PMI

的最大

特点在于降幅大幅收窄， 微幅回落，

同样创下近

7

个月的新低。 不同的

是， 汇丰

PMI

已经连续

8

个月位于

50

的临界点之下， 而官方

PMI

仍在

临界点之上， 其中小型企业

PMI

连

续

3

个月处于临界点以下。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首席经济学

家屈宏斌表示， 从数据上看， 部分行

业开始出现通缩的苗头。 “主要是现

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呈现负增长；

同时商品库存较高， 需求却不足， 只

能使价格出现进一步下降， 呈现通缩

苗头。 总的来说就是全球经济有效需

求不足造成通缩苗头。”

出口跃居世界第一 从外贸大国走向外贸强国

证券时报记者 肖波

过去十年， 是我国外向型经济

快速发展的十年， 是中国国际地位

和影响力显著提升的十年。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中国成

为世贸组织第

１４３

个成员国。 十年

来， 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经济， 对外

贸易额快速增长， 已成为全球最开

放的市场之一。 加入世贸组织之

际， 中国贸易额约为

5100

亿美元，

占世界总贸易额的

4.4%

， 是世界

上第六大出口国。 在此后的十年

间， 中国出口和进口分别以年均

18.3%

和

17.6%

的速度增长， 远高于

同期世界

8.9%

和

9.0%

的年平均增长

速度， 也远远快于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的增长速度。 我国已经连续

三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提升了

经济整体实力。

十年来， 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复苏

和发展的 “新引擎” 和 “稳定器”。

中国年均进口

７５００

亿美元的商品，

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

１４００

多万

个就业岗位； 以物美价廉著称的 “中

国制造” 商品也为国外消费者带来了

巨大实惠。

十年来， 中国越来越重视开放

整体效益， 在利用外资规模和质量

上得到了全面提升。

2001

年至

2010

年， 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

468

亿美元增加到

1057

亿美元， 十年间

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6531.4

亿美

元， 连续

19

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与此同时， 中国企业 “走出去” 迈

出了新的步伐。 近十年累计对外直

接投资存量超过

3000

亿美元， 为许

多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起到促进

作用。

十年来， 我国在开放中抓住机

遇， 提升了经济整体实力， 并逐渐赢

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随着新

时期的到来， 我国外贸随着形势变化

也需要逐步调整结构， 在出口上， 由

“中国制造” 向 “中国创造” 转变；

引进外资上， 从注重数量向更加注重

质量转变； 对外投资上， 更加注重企

业社会责任和当地法律风俗。 可以

说， 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

全新的发展阶段， 展望未来， 中国从

外贸大国走向外贸强国的大幕已徐徐

拉开。

能源局：未来我国

能源需求还将大幅增长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

男在最新出版的 《求是》 杂志上发表文章称，

我国人均能源消费量约

2.6

吨标准煤， 仅为发

达国家水平的

1/3

， 未来能源需求还将大幅增

长， 即使以世界最先进的能效水平实现现代

化， 消费总量仍将再翻一番。

文章指出， 我国目前能源效率明显偏低，

发展方式亟待转变。 长期以来， 我国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 （

GDP

） 能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

也高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 这说明， 我国产

业结构仍不合理， 发展方式的粗放特征还没得

到根本性改变， 转方式、 调结构的任务紧迫而

艰巨。

为此， 文章提出， 要加强国内供应能力建

设， 夯实能源安全基础。 加强大型能源基地建

设， 打造山西、 鄂尔多斯盆地、 蒙东、 西南、

新疆等五大国家综合能源基地。 加快西煤东

运、 北煤南运铁路运输能力建设， 发展适应大

规模跨区输电和新能源发电并网要求的现代电

网体系， 完善国内油气区域主干管网， 推进油

气进口战略通道建设。

此外， 文章还强调， 要大力发展非化石能

源， 优化调整能源结构。 推动传统能源清洁高

效发展， 建设大型现代化煤矿， 建设高参数、

大容量清洁燃煤机组， 有序建设燃气电站。 积

极发展非常规能源， 抓好页岩气发展规划的落

实， 加大煤层气勘探开发力度。 大力发展新能

源与可再生能源。

（周荣祥）

专业代理机构缺席

中小股东涉公司治理存障碍

尽管股东积极主义已在海外资本市场盛

行， 但中国仅出现零星个案。 中国法学会商法

研究会理事、 上海市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副会

长宋一欣认为， 中国要形成 “股东积极主义”

的氛围， 首先要提高股民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

性， 比如交易所可以规定所有的投票表决以网

络表决为准， 这样能给予股民方便， 提高股民

的参与度。 其次， 要允许和支持民间的股东运

动， 比如小股东集合起来争取投票权的活动。

股东积极主义的基础是中小股民有投票权， 投

票权可以为其提供方便， 并需要有人出面来征

集委托。 只有做到这些以后， 才有可能推选他

们的外部董事， 进而发展 “股东积极主义”。

但国内在征集委托投票权这一块， 制度上尚有

障碍。

河北太平洋世纪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涣明认

为， 国内股东积极主义氛围形成需要相关专业

代理机构的兴盛， 但目前国内做此项业务的

机构极少。 他表示， 中小股东的权利之所以

容易受到侵害， 主要因为在专业知识上有短

板。 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 应该由专业机构

代理中小股东参与股东会。 但民事主体委托

专业机构参与股东会在法律上目前还是空白。

也就是说， 如果未来专业代理机构兴起， 其

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因为代理机构没有相关

业务的牌照。 因此， 国内法律应尽快完善关

于代理方面的规定。

（杨晨）

山东证监局举办辖区公司

财务总监培训暨交流活动

山东证监局近日举办

2012

年山东辖区上

市公司财务总监培训暨交流活动。 山东证监局

局长徐铁出席会议并讲话。 针对

2011

年年报

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 监管情况， 此次培训

邀请了证监会和上交所专家授课， 就

2011

年

年报中存在的财务信息披露问题、 典型案例及

年报监管情况进行了讲解， 来自辖区

79

家上

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参加了此次培训交流活动。

徐铁指出， 资本市场作为一个公众市场，

透明度是整个市场有效运行的基准， 是真正保

证中小投资者利益之所在。 近年来， 证监会一

直十分重视资本市场透明度建设工作， 其中财

务信息透明度建设为 “重中之重”。

徐铁还总结了辖区上市公司财务工作存

在的问题， 并向财务人员提出了几点要求。

指出上市公司财务总监是财务信息披露的把

关人和直接责任人， 必须提高认识， 勇于尽

责， 敢于说 “不”。 同时， 随着市场发展和经

营环境变化， 上市公司及其经济活动不断呈

现出新的特点， 财务相关法规、 知识更新加

快， 要求上市公司财务人员必须与时俱进，

加强学习， 更新知识结构， 开阔视野， 不断

增强履职能力。

（卢青）

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启动全覆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等共同主办的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宣传活动近日举行， 中组部副部

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

民指出， 这标志着全国城乡居民社

会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工作正式全

面启动。

尹蔚民说， 党中央、 国务院高

度重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 近几年连续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举措。

2009

年启动新型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

2011

年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

点。 当前， 全国所有地区将全部

实施这两项制度， 标志着我国覆

盖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

制度基本建立。

（肖渔）

清科：

上半年创投募资遇冷

清科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指

出， 今年上半年中国创业投资市场

募资总额回落至

2009

年下半年以

来的最低点。

根据报告， 中国创投市场上

半年共新募集基金

79

只， 新增可

投资于中国的资本量为

33.71

亿美

元。 新募基金数同比下降

60.3%

，

环比下降

56.8%

； 新增资本量同比

下降

77.1%

， 环比下降

74.9%

。 募

资回落到自

2009

年下半年以来的

最低点。 值得一提的是， 在新募

的

79

只基金中， 人民币基金

74

只， 募集总额

28.05

亿美元； 新募

外币基金

5

只， 募资总额

5.67

亿

美元。 （陈中）

全景百佳营业部

暨明星投顾评选落幕

“全景百佳证券营业部暨明星

投资顾问评选” 颁奖典礼日前在深

圳举行。 从评选结果来看， “十佳

投资顾问” 来自

8

家券商、 “明星

投资顾问” 分布在

29

家券商之中，

而 “百佳证券营业部” 的荣誉则由

31

家券商旗下营业部获得。

本次评选活动由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与证券时报联合主办， 全

景网和 《财富天下》 电视频道承

办， 旨在关注 “证券投资顾问” 这

一新兴群体， 挖掘中国最优秀的证

券营业部、 投资顾问和证券公司经

纪服务团队， 以便更好地为投资者

服务。

（陈中）

张常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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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售股减持避税乱象：价格战硝烟四起

为了吸引客户，个别地区地税返还比例最高可达

90%

证券时报记者 胡南

各地开展限售股减持避税业务

的竞争显然已白热化。 在江西鹰

潭、 西藏拉萨大肆开展限售股减持

业务被报道传播后， 全国不少地区

纷纷加入到这一业务的竞争队伍中

来。 而为了吸引客户， 一些地方不

惜在地税返还部分大打 “价格战”，

最高打出了返还

90%

的诱人广告。

地税优惠遍地开花

证券时报记者以 “限售股税

务优惠” 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

网络上关于限售股异地减持避税

的消息可谓满天飞。 据粗略统计

显示， 除了此前的江西、 西藏、

新疆之外， 目前全国至少还有江

苏、 黑龙江、 重庆、 河南等多个

省市和地区在开展类似的限售股

税收优惠活动。

国内一家专业从事限售股税收

优惠筹划的机构工作人员也证实，

目前老牌的限售股减持避税大本

营， 诸如江西鹰潭、 西藏拉萨等

地， 给出的税收优惠已经不具大的

吸引力， 另外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异

军突起， 比如江苏。

证券时报记者随后查询今年以

来的大宗交易信息发现， 江苏一些

县市地区证券营业部， 诸如南通、

常州、 江阴、 丹阳等在大宗交易平

台密集现身。 而除了上述地区外，

地处东北、 中原等地一些证券营业

部的限售股减持业务也开展得如火

如荼， 如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双鸭山

西平行路证券营业部今年以来就发

生了近

70

笔大宗交易； 名不见经

传的河南宿迁也有多家证券营业部

在大宗交易业务平台表现抢眼。

各地大打“价格战”

事实上， 各地承揽限售股减持

业务并无诀窍可言， 主要还是在地

税返还部分 “做文章”。 按照规定，

个人投资者已经解禁的限售股减持

所得， 必须缴纳

20%

的个人所得

税。 按照分税制度安排， 国家和地

方将这

20%

分成， 其中国家占

60%

， 地方占

40%

。 于是， 为了吸

引限售股股东到所在地区减持， 一

些地方政府就钻政策空子， 将地方

所得部分适当返还给限售股东。 这

一做法， 最早起始于江西鹰潭， 并

随后在

A

股市场刮起一股限售股东

异地减持避税旋风。

据了解， 地税返还部分的具体优

惠比例大小， 和地区有关， 也与限售

股东减持股份数量以及股东性质有

关。 从地区来看， 有业内人士透露，

目前江苏地区力度比较大， 大概可以

做到地税部分返还

85%~87.5%

， 黑

龙江在

80%

左右， 重庆则比较少，

大概在

70%

左右。 某负责江苏地区

业务的大宗交易工作人员一再宣称目

前江苏优惠力度之大， “不敢说最

大， 但肯定是在最前端之一。” 另外，

据介绍， 减持股份数量越大， 可以协

商的优惠幅度也越大。

不过， 对于一些地区超高比例的

地税返还， 有业内人士透露可能存在

猫腻： 虽然名义上返点很高， 但是好

像存在附加条款， 比如要求限售股东

购买债券或认捐地方发展基金。 “地

税

90%

返还现在基本做不了， 网上

有的可能也是以前做的广告。” 上述

业内人士表示。

揽客奇招层出不穷

由于竞争激烈， 为了争夺限售股

东客户， 一些从事该项业务的机构和

地方政府使出的各种揽客招数也是层

出不穷。

一些机构除了高额返点奖励外，

考虑到坐拥巨额财富的限售股东们时

间宝贵， 大打 “时间牌”， 比如只要

客户授权公司人员代为办理纳税申

报、 税收奖励申请等事宜后，

30

个

工作日左右即兑现奖励。 “全程客户

只需要实地到场开户一次， 后面所有

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搞定， 操作简单方

便。” 某机构工作人员表示。

更有机构表示， 除了向限售股东

提供一站式服务外， 还为客户提供包

括介绍买家、 定制减持方案、 提供绿

色交易通道、 量身定做理财方案等全

方位的服务， 帮助实现效益最大化。

“比如我们这边是政府直接将退税款打

到客户账户， 不经过任何中介机构，

最大利益都让给客户。” 上海一家机构

负责大宗交易业务的工作人员表示。

此外， 对于介绍业务的掮客， 在

已经大幅优惠的前提下， 不少专业机

构依然会开出适当的介绍费。 有业内

人士介绍， 由于地税返还直接由地方

政府打给限售股东， 减税这部分没法

再挤出费用， 但是大宗交易折价部分

可以想办法。

中上协：上市公司治理将更突出董事会建设

证监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李量建议，降低中小企业治理成本

证券时报记者 于扬

中国—经合组织 （

OECD

） 公

司治理研讨会昨日在北京举行。 中

国上市公司协会 （以下简称中上

协） 执行副会长李小雪表示， 经过

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 国内上市公

司治理水平显著提高， 但仍然有许

多需要完善和改进之处。 中上协副

会长杨桦认为，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

改革和发展的深入， 上市公司治理

将呈现七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证监

会创业板发行监管部副主任李量还

建议， 应当努力降低中小企业的公

司治理成本， 如在审计、 信息披露

方面降低费用。

李小雪指出， 在经济全球化

的趋势下， 公司治理结构日益受

到世界各国重视， 良好的公司治

理结构能够吸引投资者， 增强企

业融资能力， 促进经济增长。 经

过长期艰苦不懈的努力， 中国上

市公司治理水平显著提高， 但仍

然有许多需要完善和改进之处。

中上协本着 “服务、 自律、 规范、

提高” 的宗旨， 致力于提高上市

公司质量， 积极推动上市公司不

断改进和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

OECD

公司事务部负责人伊萨克森

（

Mats Isaksson

） 表示， 中国在公

司治理领域持续不断的改革及取

得的成就有目共睹， 希望中国与

OECD

在公司治理领域进行更深入

的交流与合作。

杨桦在介绍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的

特点和发展趋势时表示， 随着我国资

本市场改革和发展的深入， 中国上市

公司治理将呈现七个方面的发展趋

势， 即： 由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逐步

向企业自治、 行业自律和政府监管

“三位一体” 治理模式演变； 公司治

理结构由单一结构向多元化演变； 由

三会权利平衡的治理模式向更加突出

董事会建设演变； 激励机制由单一利

益激励向多元化激励演变； 公司治理

由内部治理向内部和外部共同治理演

变； 股权文化由注重公司自身向更加

突出回报投资者演变； 上市公司发展

环境由内部创新改良向市场各方共同

推动演变。

针对提升公司治理推动企业的发

展和创新， 李量建议， 应当努力降低

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成本， 比如在审

计、 信息披露方面降低费用， 要处理

好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和股权公平之间

的协调关系， 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司推

动差异化的公司治理建设。

来自经合组织专家艾瑞克·凡梅

伦 （

Erik P.M. Vermeulen

） 博士则介

绍了美国纳斯达克 （

NASDAQ

）、 英

国创业板 （

AIM

） 以及其他市场创新

增长型公司治理的基本经验。 他特别

指出， 从拟上市公司到上市公司， 公

司治理的要求更加严格。 市场规则、

规范当然重要， 同时， 能够为公司创

建好的生态系统， 帮助导入平衡的董

事会， 更好的股东参与等也非常重

要， 这些方面也是

OECD

关于公司

治理的新倡议所重点关注的内容。 加

拿大前安大略证监会主席、 范式资本

董事长戴碧德 （

Peter Dey

） 介绍了国

际上对家族型企业中小股东保护、 实

际控制人监管及监管成本问题。

此次论坛还邀请了公募基金、 私

募基金、 研究机构的学者从不同侧

面研讨对上市公司提高治理的看法。

银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珠

林从机构投资者的角度对上市公司

治理提出了若干建议；

IDG

资本创始

合伙人熊晓鸽介绍了私募选择投资

对象的标准， 希望监管部门和中国

上市公司协会等相关机构一起努力，

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整体治理情况，

为投资者提供一个 “清水出芙蓉”

的良好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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