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将放宽农村金融准入政策

国家发改委昨日印发的 《全国农村经济发展 “十二五” 规划》 提

出， 将创新金融支农体制机制， 加大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力度， 拓宽农

村融资渠道， 加快建立商业性金融、 合作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相结合，

资本充足、 功能健全、 服务完善、 运行安全的农村金融体系。

新三板交易或移至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继沪津汉进入新三板扩大试点范围后， 新三板扩大试点模式成为关

注焦点。 多位从事新三板业务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扩大试点后， 将

从目前深交所提供的交易平台上起步， 逐步过渡到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进行交易， 由试点高新园区管委会参与管理。

万科上半年净利增

25%

未结转收入

1464

亿

万科今日公布半年报显示， 上半年万科实现营业收入

307.2

亿元，

同比增长

53.7%

； 实现净利润

37.3

亿元， 同比增长

25.1%

； 每股收益

0.34

元； 已售未结资源规模达到

1392

万平方米， 对应合同金额达到

1464

亿元， 较

2011

年末分别增长

28%

和

20%

。

希腊谈判富有成效 意大利需要“精神支持”

由欧盟、 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的 “三驾马车” 结束了

对希腊的考察， 并发表声明说， 双方就推进紧缩与改革的谈判富有成

效， 并且总体上达成了一致。 而关于意大利是否会向欧盟求援的问题，

意大利总理蒙蒂明确表示： 意大利需要的是精神支持， 不是现金。

西南证券终止收购国都证券

西南证券今日发布公告称， 鉴于西南证券和国都证券对证券公司当

前的价值判断产生差异， 经磋商后， 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经谨慎研

究， 西南证券决定终止本次吸收合并国都证券之重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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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所：优先安排主动退市股重新上市

对

B

股公司，鼓励通过缩股等方式维持上市，支持引入境内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进行资产重组

证券时报记者 黄婷

昨日， 上交所就设立风险警示板等

与退市相关的问题作出回应。

上交所称， 退市制度的改革是为了

鼓励市场自身发挥更大的作用， 如果公

司在触发或者可能触发退市条件的情况

下自愿选择并主动退市， 上交所将鼓励

和支持。 对主动退市的公司， 通过自身

努力或资产重组达到重新上市条件的，

由上交所优先安排， 经上市委员会审核

通过后重新上市， 不需要经过证监会核

准。 上交所上市规则已经对重新上市的

条件作了明确规定。

针对

B

股公司退市政策执行上的

考虑， 上交所表示， 此次退市制度改

革， 上交所与深交所一样在退市标准

上引入成交价格指标， 规定

A

股公司、

B

股公司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收盘

价均低于股票面值的应当退市。 由于

B

股市场长期不活跃， 股价比较低迷，

从目前情况看， 一些纯

B

股公司比较

容易触发上述退市标准。 考虑到

B

股

市场的特殊情况， 对于纯

B

股公司因

触发市场指标而非财务指标引发退市

的， 上交所鼓励公司通过大股东增持、

公司回购、 缩股减资等方式保留上市

地位； 同时支持

B

股公司引入境内机

构作为战略投资者， 对公司进行资产

重组， 注入资金或优质资产， 改善基

本面， 提升投资价值。 上交所同时鼓

励

B

股公司自愿退市， 自愿退市后符

合重新上市条件的， 将充分考虑历史

因素并尊重公司的意愿， 安排其重新

上市。

上交所此前发布的 《上海证券交易

所风险警示股票交易实施细则 （征求意

见稿）》 拟对风险警示板实施不对称的

涨跌幅制度， 引发了市场的一定反响。

上交所表示， 《实施细则 （征求意

见稿）》 主要目的在于抑制绩差股的

投机炒作， 引导此类股票价值逐步

回归。 在公开征求意见后， 上交所

会认真梳理各方面的意见、 建议，

进行充分论证， 对方案作相应的修改

和完善。

上交所还首次明确了风险警示板正

式实施时间为

2013

年

1

月

1

日， 届时

仍未被撤销风险警示的现有

*ST

公司

股票和

ST

公司股票以及此后新增的退

市风险警示公司、 退市整理公司、 恢复

上市公司、 重新上市公司及其他重大风

险公司的股票将一并纳入风险警示板进

行交易。 （答记者问全文见

A2

版）

前海高规格“智囊”成立 建言先行先试

证券时报记者 陈中

继

6

月底国务院正式批复深圳前海

开发开放有关政策后， 深圳市前海深港

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咨询委员会 （下称

“前海咨委会”） 昨日成立， 并召开第一

次闭门会议。 前海咨委会委员建言前海

应把握好先行先试政策， 通过体制机制

创新， 创造出引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可资借鉴的模式。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担

任前海咨委会主任委员， 中投国际 （香

港） 有限公司董事长刘遵义担任副主任

委员。 包括全国政协委员、 原中国证监

会副主席范福春等

15

名内地和香港地

区具有很高社会知名度的专家、 学者，

共同组成前海咨委会。

前海咨委会的主要任务包括： 对

前海合作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

性、 战略性、 长远性的重大问题， 组

织力量开展调查研究， 提供咨询意见

和建议； 为前海部际联席会议研究决

定重大问题、 重大政策、 重大项目，

提供咨询意见； 为深圳市前海深港现

代服务业合作区开发建设领导小组关

于前海合作区的重大决策、 重要规划

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为前海合作区

发挥先行先试作用， 进行体制机制创

新， 创造优良法制环境， 提供咨询意

见和建议； 对深港紧密合作、 融合发

展等其他重大问题， 开展专项调研，

提出咨询意见和建议。

民建中央副主席、 前海咨委会委

员宋海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前海的

“先行先试” 首先应该体现在制度设计

上， 为我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提供新的

经验， “前海不在于创造多少

GDP

，

主要是在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 特别是

前海发展软环境方面， 包括社会管理、

法制建设， 以及营商环境、 生活环境的

优化改善， 吸引高素质企业和人才来前

海发展。”

“设立前海试验区的主要目的不是

为深圳增加多少

GDP

和财政收入， 或

在前海形成一批高楼大厦，” 国家发改

委地区经济司司长、 前海咨委会委员范

恒山也表示， 前海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标

准， 创造能够引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

设的一种可资借鉴的模式。 范恒山指

出， 前海是承载着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试验的重要试验

区， 所以 “先行先试” 是前海的核心和

要义所在， 前海需要把握好国家的相关

规划和政策精神， 把握当地实际和国际

国内的发展趋势， 通过 “敢试”、 “会

试”， 相信前海能够在很多方面提供经

验， 提供示范。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 前海咨委会委员魏建国认为，

国务院批复前海的政策是其他几个区域

优惠政策的叠加， 对于前海是很好的机

遇和挑战， 建议前海重点打造服务贸易

中心、 金融中心、 信息中心。 机制和体

制创新将是前海最大的优势， 借助香港

的经验， 在机制和体制上做到法制化、

国际化， 结合中国具体的情况， 创造出

创新的体制和体制， 使前海发挥更大的

作用。

稀土行业准入门槛提高 将淘汰

20%

产能

证券时报记者 周荣祥

为有效保护稀土资源和生态环境，

推动稀土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 工信部

昨日发布 《稀土行业准入条件》。 《准

入条件》 从项目的设立和布局、 生产规

模工艺和装备、 能源消耗、 环境保护等

方面作出一系列规定。 《准入条件》 自

7

月

26

日起实施。 根据这一新规， 将

会淘汰

20%

左右的产能。

据工信部稀土办公室主任贾银松介

绍， 《准入条件》 首次从稀土生产规模

方面设置了稀土准入门槛， 这从根本上

反映了内在工业技术装备的提升。 贾银

松表示， 提高对稀土企业的准入门槛，

不仅是为了避免行业恶性竞争， 更重

要的是为了提升我国稀土行业整体生

产、 经营质量。 他预计， 在准入门槛

提高之后， 预计全国有将近

20%

的

产能将会被淘汰。

根据 《准入条件》， 混合型稀土矿

山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

20000

吨

/

年

（以氧化物计， 下同）； 氟碳铈矿山企

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

5000

吨

/

年； 离

子型稀土矿山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

500

吨

/

年。 禁止开采单一独居石矿。

此外， 使用混合型稀土矿的独立

冶炼分离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

8000

吨

/

年； 使用氟碳铈矿的独立冶

炼分离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

5000

吨

/

年； 使用离子型稀土矿的独立冶炼

分离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于

3000

吨

/

年。 稀土金属冶炼企业生产规模应不低

于

2000

吨

/

年 （实物量）。 同时， 以上

各类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

不得低于

20%

。

在资源综合利用方面， 《准入条

件》 要求， 混合型稀土矿、 氟碳铈矿采

矿损失率和贫化率不得超过

10%

， 一

般矿石的选矿回收率达到

72%

以上，

低品位、 难选冶稀土矿石选矿回收率达

到

60%

以上， 生产用水循环利用率达

到

85%

以上。 离子型稀土矿采选综合

回收率达到

75%

以上， 生产用水循环

利用率达到

90%

以上。

在环保方面， 《准入条件》 规定，

要严格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 新

（改、 扩） 建项目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

评审批、 “三同时”、 环保设施竣工验

收制度， 生产项目未经环境保护部门验

收不得投产。 同时， 污染物排放满足总

量控制指标， 要完成污染物减排任务。

贾银松还表示， 未来将把淘汰落

后、 技术改造、 兼并重组结合起来， 对

符合规定的可以采取必要的补偿， 对不

符合规定、 违背一些规定的要坚定不移

地淘汰， 做到区别对待。

《准入条件》 明确， 新建、 改建和

扩建稀土矿山开发、 冶炼分离和金属冶

炼项目须符合准入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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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央企国资经营预算

重点支持企业兼并重组

为规范中央文化企业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管理， 财政部日前下发通知，

明确了中央文化企业资本预算三大支

出重点： 支持中央文化企业兼并重

组、 推进文化科技和内容创新， 以及

推动文化 “走出去”。

通知明确， 中央文化企业资本预

算支出将主要支持中央文化企业作为

兼并主体， 通过出资购买、 控股等方

式取得被兼并企业所有权、 控股权，

或通过合并成立新企业。 鼓励拥有多

家出版社的部门 （单位）， 结合行政

管理体制改革， 整合出版资源组建出

版集团公司。 鼓励业务相近、 资源相

通的出版社， 按照优势互补、 自愿组

合的原则， 组建出版集团公司。 对于

企业为取得被兼并企业的直接支出采

取资本性支出方式支持。

在 “走出去” 方面， 中央文化企业

资本预算支出将支持具有竞争优势、

品牌优势和经营管理能力的中央文化

企业与国外有实力的文化机构进行项

目合作， 建设文化产品国际营销网络，

对外投资兴办文化企业。 对于企业对

外投资、 项目建设采取资本性支出方

式支持。

此外， 中央文化企业资本预算支出

还将支持中央文化企业进行具有典型示

范效应的数字出版、 网络传播平台、 移

动多媒体等项目建设， 进行具有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前景的文化原创产品生

产， 以及进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有利

于推动本企业产业结构调整或升级的关

键技术研发。 （郑晓波）

建行增资建信人寿

引进社保基金入股

中国建设银行

６

日表示， 该行旗

下建信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的增资总规

模达

５７．２

亿元， 已获得中国保监会

批准。 同时， 建信人寿成功吸引社保

基金入股， 完成引进投资者工作。

建信人寿本次增资总规模

５７．２

亿元， 公司的注册资本由

１１．８

亿元

大幅增加至

４５

亿元。 在建行保持控

股的同时， 成功引进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入股， 股权占比达

１４．２７％

，

成为建信人寿第三大股东。 建信人寿

第二大股东是中国人寿 （台湾）， 其

股权占比达

１９．９０％

。

建行表示， 下一步， 该行将携手中

国人寿 （台湾）、 社保基金等股东， 实

现强强联合、 优势互补， 将建信人寿打

造成国内领先的银保业务品牌， 加快实

现从一家小型、 区域性保险公司转变为

中型、 全国性保险公司的目标。 同时，

建行也将秉承审慎经营、 严控风险的理

念， 促使建信人寿健康、 持续发展。

建信人寿前身是太平洋安泰人寿保

险有限公司。 上半年建信人寿实现保费

收入

２７．９

亿元， 同比增长

６．１

倍。 （于扬）

股市涨了 股民笑了

在近期一系列政策利好刺激下， 昨日深沪股市终于一扫阴霾， 双双携量回升。 终盘时深证成指报

9212.21

点， 上涨

135.59

点， 涨幅达

1.49%

； 上证指数第二个交易日站稳于 “钻石底” 之上， 收报

2154.92

点， 升

22.12

点， 涨幅

1.04%

。 两市合计成交

1277.42

亿元， 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33%

。 图为郑州一证券交易营业厅里， 投资者看着红彤彤的股

市笑逐颜开。 （孔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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