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拉开了“国五条”细则落地的序幕，本周各省市细则将集中出台。

本轮调控的力度主要还是看京沪广深

4

个一线城市的落地细则。

A5

部委规则“打架” PE能否公募左右为难

源自证监会和发改委的两则条文，让股权投资企业（

PE

）发起设立公募基金面临着不知所措的站队难。

PE

发起设立公募基金到底政依何令？ 两

部委之间政策“打架”又事出何因？

A2

青鸟华光子公司

股权转让迷局

A9

A4

德班峰会开幕

金砖银行吸引眼球

银行系基金终成霸业？

A8

宁波联合将迎业绩反转 高管“踩点”增持

虽然

2012

年业绩糟糕，但由宁波联合部分高管发起成立的杭州盛泰联投资有限公司依然在去年第四季度增持了上市公司

147.75

万股。 而与

高管增持节奏一致的是，宁波联合截至

2012

年末预收账款创出

5

年新高。

A10

非洲：人民币国际化

下一个主战场

支撑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背后的力量，除中国经济自身稳步前行

外，新战场非洲的开辟更使国际投资者看到了不同寻常的竞争实力。

A15

上交所发布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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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２５

日在人民

大会堂同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２０１３

年会的境外代表座谈。上百名来

自著名跨国公司的负责人， 国际知名

学府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 以及世

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

际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座谈。

代表们就产业升级、创新体系、能

源政策、服务贸易、城镇化、投资环境

等广泛问题谈了看法， 李克强与他们

深入交流探讨。李克强指出，中国发展

面临“两个前所未有”：第一，

１３

亿人

口的大国努力实现现代化， 在人类历

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既有难得的机遇，

也面临严峻挑战。 从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的实践看， 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必须将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上，而

且要长期依靠内需，把“四化协调”发

展和城镇化这个最大内需潜力逐步释

放出来。 同时， 要有相应的供给做支

撑，要通过创新驱动，提升产业层次，

补足服务业等短板， 提高发展的质量

和效益，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第二，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要保

护环境、节约资源，实现绿色发展，难

度之大和受到的国际关注也前所未

有。从历史上看，发展与环境是发达国

家过去推进现代化中遇到的一对矛

盾。 如何在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走

向现代化过程中，处理好这对矛盾，在

发展中保护甚至优化环境， 没有先例

可循。 这也是基本民生， 必须有新作

为， 努力破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等 “瓶

颈”制约，在探索中寻找出一条经济与

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新路。

李克强强调， 中国的发展必须在

对外开放中不断推进， 在扩大开放中

扩大内需。今后五年，货物贸易进口将达

１０

万亿美元。 服务业开放的空间更大。

中国的服务业增加值已近

４

万亿美元，

而服务贸易总额才

４７００

多亿美元。扩大

服务业开放是我们今后的一个重点，当

然，这要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

李克强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同

国际的合作。政府要做的，是提供公平竞

争的市场和平台， 要更加突出规则的严

肃性，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商业秘密。 外

资企业与中国企业不仅可以在市场上平

等竞争、同台竞技，还可以相互合作，共

同开发第三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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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主办

新财长的头号难题

证券时报记者 郑晓波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上，新财长楼继伟首次公开发表演讲。

他表达了自己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的

看法，进而联系到财税改革的方向，认

为财政既不能 “承诺过多而收入不

够” ， 也不能收入过多而影响市场活

力。显然，收支问题将是新财长面临的

头号难题。

与过去金人庆、 谢旭人时代财政

收入年增 20%～30%相比， 当前财政

收入增长已经进入瓶颈期， 这是新财

长必须面对的变化。 中国经济经过 30

年的高速增长，积累了过多的资源、环

境矛盾，需要改革发展模式，才能使增

长可持续。 这意味着今后经济增速的

下降， 即可能从过去的两位数增速降

至 7%～8%。 与经济增幅相携而行的

财政收入增速将从过去的 20%～30%

降至个位数。

事实上， 近年来财政增速已经出

现下降趋势。 2011 年，全国财政收入

增长 25%左右，2012 年则降到了 12.8%。

今年前 2 月， 全国财政收入仅增长

7.2%。从地方财政来看，土地财政不可持

续性已逐渐显露， 未来一段时间如不给

地方增加税源， 地方财政将遇到极大的

困难。

与财政收入增速波动不同， 财政支

出却呈现出刚性特征。 养老、医疗、教育

等财政支出都只增不减；近两年环保、保

障房等民生投入不断增加；十八大以来，

中央提出的“中国梦” ，建设“美丽中

国” ，以及城镇化建设，更需要财政予以

支持。从城镇化来看，政府加大投入是必

然的， 且新型城镇化将不仅仅是土地的

城镇化，更多表现为人的城镇化。而人要

进城成为市民， 需要在养老等社会保障

以及教育等民生方面加大投入， 财政支

出的加大在城镇化过程中不可避免。

财政收支之间，矛盾已然严峻。为应

对这一矛盾， 今年预算财政赤字达到创

纪录的 1.2 万亿元，国务院领导也“约法

三章” 提出削减政府开支。 楼继伟显然

已经领悟到了收支难题的难度， 因而提

出 “财政不能承诺过多而收入不够” 、

“应该帮助穷人， 而不应该帮助懒人” 、

“完善制度， 引导舆论” 等耐人寻味之

语。 但是，改革已不可逆，财税体制改革

亦不例外。

从过去几轮改革来看， 财税问题是

改革核心，财税改革的成败关乎全局。如

果说在财政收入高速增长阶段， 相关问

题能在增量改革中妥善化解， 而在收入

减速、收支矛盾突出的情况下，新财长面

临的困难可想而知。

油价今起下调 新定价周期缩至10日

据国家发改委消息，国内汽柴油价格今日起每吨分别降价 310元、300元，折合平均每升降低 0.23元、0.26元。这是国内成品油价格再次到时间窗口即迅速调

整。 发改委同时推出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将调价周期缩短至 10个工作日，取消上下 4％的幅度限制。 图为调价前夜，深圳一加油站门可罗雀的场景。 （魏书光）

（更多报道见 A2版） 宋春雨 / 摄

昆山案债权认定再博弈

司法机关也纠结

轰动一时的安信信托—昆山纯高信托受益权纠纷案近日一审开庭。 在

没有前例可循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只能延长研究相关法规的周期。

A7

广东调控细则波澜不惊

四大一线城市备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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