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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优先股能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前发表署名文章《资本市场的多层次特性》，文中特别提到近日市场中较为火爆的优先股问题，称“优先股是有其用

途的”：在处理

AIG

危机时，美国政府就采用了这一工具

,

体现了优先股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市场工具层次所能发挥的独特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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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加快入市 QFII年金专户8月开户忙

作为市场风向标之一，机构股票开户数又显示出积极信号。

8

月基金专户、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

(RQFII)

等机

构继续加快入市步伐，

QFII

、基金专户的新增开户数处于历史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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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股正能量大爆发 沪指重上2200点

证券时报记者 唐立

备受市场期待的银行股正能量终

于释放。昨日，沪深两市大盘均放量大

涨，早盘受浦发银行、农业银行有望成

为优先股首批试点公司传闻影响，沪

指跳空高开，此后一路震荡上行，尾盘

虽有所回落， 但收盘指数

2212.52

点

仍大涨

3.39%

， 近

3

个月以来重新站

上

2200

点； 深证成指上涨

２２４

点，涨

幅达

2.71%

。

与两市主板的人气骤升相比，近

期迭创新高的创业板指稍显落寞。 自

早盘跳水后， 创业板指全天位于上一

交易日的收盘位下方运行。截至收盘，

创业板报收

1275.91

点，下跌

0.53%

。

从量能方面观察， 两市均出现明

显放大迹象 ， 当日总成交金额达

3269.6

亿元， 较上一交易日增加

828

亿元，资金净流入

199

亿元。 银行、券

商等金融股得到资金大力追捧， 并带

动房地产、有色金属、运输、军工等板

块不断上行，而中小板、创业板则出现

获利回吐。 据好股道资金统计，银行、

券商、上海本地、交通设施、房地产等

板块排名资金净流入前列。 巨量资金

进入银行、 券商板块造就了个股涨停

潮，农业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等

40

余股齐齐涨停。

银行股的爆发无疑是市场最为

关注的焦点， 而关于发行优先股的

消息则是其爆发的导火索。 分析人

士认为，在较为低迷的市道下，发行

优先股可以解决大盘蓝筹股持续不

断的股权再融资需求，化解股市巨大

的扩容压力。对于饱受“圈钱市”诟病

的

A

股市场而言，优先股若成行不仅利

好银行股，也为

A

股的去圈钱化打开了

突破口。

尽管股指单日大涨逾

3%

为市场凝

聚了较多人气， 但不少投资者依然担心

后市行情难逃暴涨暴跌的怪圈。 钱坤投

资认为，昨日沪指回补了前期

2005

点处

的缺口，同时留出了一个跳空缺口（

2143

点至

2151

点），短期该缺口会否回补，是

辨别股指是否向上有效突破的重要依据

之一。不过，沪指面临长期下降趋势线的

压制，后市行情难免震荡。

时报观察

In Our Eyes

特区就该“特”在制度创新

证券时报记者 付建利

据证券时报昨日报道， 上海自贸

区内企业没有企业所得税优惠。 从传

统思维角度来看，大凡特区，国家都会

在税收上给予一定的优惠， 让进驻特

区的企业享受到税收红利。 而上海自

贸区的做法重在制度创新， 让各类企

业在公平的制度环境中自由竞争，这

也给今后各种各样的特区开了个好

头，开创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思路。

据了解， 上海自贸区不是零关税

区，也不会有免税店，自贸区内企业也

没有所得税优惠， 区内企业所得税仍

为 25%。与此同时，在货币的自由兑换

等金融政策方面， 上海自贸区的开放

程度则比前海更大， 试验区会在外汇

管理、利率市场化、资本和金融账户的

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投资领域和海关

监管等方面做一系列探索。 纵观中国改

革开放的历史， 无论是深圳开改革风气

之先，还是上世纪 90 年代浦东的开放开

发，抑或是各种各样的沿海开放城市、城

乡统筹规划区， 以及五花八门的产业开

发区等等， 政府一般会通过税收等政策

优惠吸引企业入驻，从而带动经济增长。

上海自贸区首开先例不给企业所得

税优惠， 实际上是摒弃了过去特区首先

“特”在税收特别优惠的做法和思路。特

区吸引企业的最重要途径， 就是扫清各

种法律障碍，去除各种非市场因素，通过

简政放权，为企业营造一个公开、公平、

公正的环境，让国资、民资、外资平等竞

争。 企业真正需要的，是政府回归本原，

做政府该做的， 在制度创新上为企业做

好服务。 政府的职能不再是用政策奶酪

吸引企业，而是依法管理经济，放开各种

不合理的限制， 适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游

戏规则，让市场经济的体制落地生根。

自贸区很抢手，继上海之后，广州、

广西、天津、新疆等地也在积极申请中，

A 股市场的“按图炒股” 也红红火火。

公众期待接下来的一系列特区应该继

续特在制度创新，特在思想观念更进一

步， 而不是特在政策施舍式的所得税优

惠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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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钢企7月利润率创今年以来新高

中钢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

7

个月

86

户重点大中型钢铁企业在净利润和销售收入利润率方面都有所增长，

7

月份利润率甚至创下今年以

来最高点，预计今年全国钢铁行业的经济效益将好于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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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A2版

8月CPI同比涨2.6%

PPI环比转正

� � � �国家统计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 同比上涨 2.6%, 环比上涨

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 1.6%,环比上涨 0.1%,环比在连续 5 个月负增长后首次

“转正” 。专家表示,目前物价形势温和,下半年 CPI涨势还会走升,但物价压力总体可控,PPI环比“转正” 则

显示经济企稳信号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