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茶遭暴炒 通胀惹的祸

� � � �一斤西湖龙井头茶在预售

义卖会上创出了

18

万元的天价；

一斤极品太平猴魁的价格在

2

万

元左右，极品六安瓜片要价也在

1.6

万上下……各地名品春茶价

格均超过茅台，赛过黄金。

社保鹏城会基金 “筑巢引凤” 意在养老金

� � � �

3

月

28

日晚间，深圳东部华侨

城茵特拉根酒店， 一群投资界高

端人士陆续入住。次日，全国社保

基金理事会座谈会在此召开。 当

大家都在追踪养老金何时入市以

及如何入市之时， 此次会议的主

题却选择了 “如何提高社保基金

收益率水平”。 业内人士表示，社

保基金会对高收益的要求很可能

是为了筑巢引凤： 只有社保现有

产品收益率持续向好， 养老金才

可能放心入市。

洪磊：基金电子化信披

有助投资者获取有用信息

A02

延伸阅读

证监会发布《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

号》

重组后资本公积金不得用于弥补亏损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证监会

30

日公布的《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1

号———上市

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后存

在未弥补亏损情形的监管要

求》明确，公司的资本公积金

不得用于弥补亏损，也不得采

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同时

缩股以弥补亏损，并应在临时

公告和年报中充分披露不能

弥补亏损的风险并做出特别

风险提示。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表示，《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1

号》是针对上市公司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后存在未弥补亏

损情形提出的监管要求。 上

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

施重大资产重组后， 新上市

公司主体全额承继了原上市

公司主体存在的未弥补亏

损，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 新上市公司

主体将由于存在未弥补亏损

而长期无法向股东进行现金

分红和通过公开发行证券进

行再融资。

对于上市公司因实施上

述重组事项可能导致长期不

能弥补亏损，进而影响公司分

红和公开发行证券的情形，

《监管指引》明确了监管要求。

一是相关上市公司应当遵守

《公司法》规定，公司的资本公

积金不得用于弥补公司的亏

损；二是相关上市公司不得采

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同时

缩股以弥补公司亏损的方式

规避上述法律规定；三是相关

上市公司应当在临时公告和

年报中充分披露不能弥补亏

损的风险并做出特别风险提

示；四是相关上市公司在实施

重大资产重组时，应当在重组

报告书中充分披露全额承继

亏损的影响并做出特别风险

提示。

该负责人表示，今后，中

国证监会将针对上市公司日

常监管中发现的新问题、新

情况， 及时进行个案研判，

再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的形式向社会公布， 保持监

管要求公开透明， 便于市场

解读和操作， 同时以此指导

日常监管工作， 不断统一证

监局和交易所的监管标准和

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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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或成欧债危机新风险点

□

本报记者 陈听雨

持续发酵的欧债危机近

期出现诸多转危为安信号，有

欧洲国家领导人认为欧债危机

最坏阶段已经过去。不过，分析

人士认为， 随着近期西班牙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欧

债危机忧虑再度升温， 应警惕

西班牙成为希腊之后欧债危机

的又一个风险爆发点。

表面上看，希腊平安度过

了

3

月份的一波偿债高峰，避

免了无序违约风险，但救助不

仅未从根本上解决欧元区高

负债成员国经济增长乏力、债

务负担高企等深层次问题，反

而凸显了欧元区内部的政治

分歧。

欧元区当前的危机应对

机制实质上仍在加重成员国

债务负担。 截至目前，欧元区

成员国平均债务总额与政府

财政收入之比已超过

150%

，处

于

10

年来最高水平。 排名前两

位的希腊和意大利，该比值更

高达惊人的

350%

和

250%

。 同

时， 尽管希腊债务问题早于

2009

年即已爆发，但直到今年

一季度才得以暂时解决，表明

欧元区当局在救助决策过程

中存在巨大分歧与艰难博弈。

上述问题均为未来新的

危机埋下了伏笔。 近期市场忧

虑的焦点由希腊转移至西班

牙。

27

日，西班牙政府拍卖了

25.8

亿欧元国债， 认购倍数不

及

2

月，收益率涨跌不一。 市场

反应显示，投资者对西班牙债

务问题的担忧犹存。 据道琼斯

通讯社数据，

3

月迄今，西班牙

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涨逾

70

基点。

西班牙经济当前存在的

重要问题包括债台高筑、赤字

高企、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

居高不下及金融业深陷困境。

截至去年底， 西班牙债务占

GDP

之比达

66%

，而

10

年前，这

一比例仅

30%

。值得注意的是，

西班牙国内私人债务约为公

共债务的

4

倍。（下转A02版）

国务院确定加强进口政策措施

降低部分能源原材料、生活用品进口关税 提供多元化融资便利

□

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２８

日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加强

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政

策措施。

会议指出， 随着资源环境约

束日益强化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

提高， 我国对外贸易需要在保持

出口稳定增长的同时， 更加重视

进口，适当扩大进口规模。这对于

统筹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 两种

资源，缓解资源环境瓶颈压力，加

快科技进步和创新， 改善居民消

费水平，减少贸易摩擦，都具有重

要的战略意义。 要坚持进口与出

口协调发展的原则， 优化进口结

构，稳定和引导大宗商品进口，积

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 关键零部

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 适度扩大

消费品进口。

会议确定了加强进口的政

策措施： 一是调整部分商品进

口关税。 以暂定税率的方式，降

低部分能源原材料进口关税，

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降

低初级能源原材料及战略性新

兴产业所需国内不能生产或性

能不能满足需要的关键零部件

进口关税。继续落实对自最不发

达国家部分商品进口零关税待

遇，加快降税进程，进一步扩大

零关税商品范围。结合自由贸易

区降税安排，引导企业扩大从自

由贸易区成员方的进口。二是提

供多元化融资便利。鼓励商业银

行开展进口信贷业务，支持先进

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

材料的进口。鼓励政策性银行对

高新技术产品和资源类商品进

口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拓宽进

口企业融资渠道。鼓励商业保险

公司推出有利于扩大进口的保

险产品和服务。加强和改善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工作。三是提高

贸易便利化水平。口岸及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所在地的海关和出

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行工作日

２４

小时预约通关和报检。 清理

进口环节不合理收费， 规范收

费行为。 继续推进“大通关”建

设，加快电子口岸建设。 四是完

善管理措施。 清理进口环节的

不合理限制与措施， 降低进口

环节交易成本。 支持企业通过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

场所扩大相关商品进口。 加强

产业损害预警机制建设， 完善

进口商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与

快速反应监管体系。

会议要求各地区、 各有关部

门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信息通报

和政策协调， 促进对外贸易持续

健康发展。

证监会大力推进基金电子化信披

5

月

1

日起基金净值公告应用

XBRL

模板

□

本报记者 申屠青南

证监会

30

日公布的《证券投

资基金信息披露

XBRL

模板第

2

号

<

净值公告

>

》规定， 自

5

月

1

日

起， 基金管理公司应在对外公开

披露的基金净值公告中应用 《净

值公告

XBRL

模板》。 投资者届时

也可通过基金信息披露网站

（

fund.csrc.gov.cn

） 查询基金定期

报告、净值公告和部分临时公告。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

30

日表示，证监会将继续推进基金

电子化信息披露建设，适时推动

基金合同的电子化报送，推进基

金产品审核的市场化改革进程，

进一步开展第二批临时公告的

电子化报送。 同时，将进一步加

大信息披露监管力度，督促基金

管理公司不断提升披露质量，培

育行业诚信合规文化。

该负责人介绍，强制信息披

露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

一项制度优势，是基金行业获得

公众投资者信任的制度性保障。

近年来，为了提高基金信息披露

质量，证监会于

2008

年启动基金

电子化信息披露建设，通过应用

XBRL

（

Extensible Business Re－

porting Language

， 可扩展商业

报告语言）技术，实现了基金信

息的电子化自动交换和智能识

别分析，高效解决了海量基金信

息的传递与使用难题。 通过

3

年

多的实践，证监会先后发布四个

基金信息

XBRL

模板， 并完成所

有基金定期报告、净值公告和部

分临时公告的电子化报送与展

示。 目前，基金信息披露网站上

积累了电子文档

51

万份，基金投

资者可至该网站上查询全行业

950

余只基金的信息。

此次发布的 《净值公告

XBRL

模板》， 是根据现行法规关

于基金净值公告的披露要求，通

过 “披露表格

+

信息字段标引”的

方式， 将净值公告披露的格式与

内容固化下来， 具体规范非货币

市场基金净值公告、 货币市场基

金收益公告和分级基金净值公

告。

2009

年，证监会即尝试开展基

金净值公告的

XBRL

报送， 因此，

《净值公告

XBRL

模板》也是在总

结

3

年来的试行报送经验的基础

上发布的。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常

规的净值信息外，按照《净值公告

XBRL

模板》要求，基金管理公司

还需要在净值公告中披露分红除

息信息， 以便投资者更好理解基

金净值波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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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能源机构表示将在合适情况下干预油市

国际能源机构执行干事玛丽

亚·范德胡芬

２９

日发表简短声明

说， 全球油市持续紧张， 油价高

企， 该机构将密切跟踪市场和协

调各国行动， 准备在市场条件合

适情况下进行干预。

外界普遍认为，这一声明表

明国际能源机构暂时不会动用

战略石油储备来加大市场供应、

平抑油价，但也暗示该机构仍有

可能动用战略储备对市场进行

干预。

美国能源情报署代理署长霍

华德·格伦施佩希特

２９

日说，美国

能源情报署认为，到

２０１３

年底，原

油成本依旧是影响汽油和柴油价

格的主要因素。 预计今年原油价

格将从

２０１１

年的每桶

１０２

美元上

升至约

１１５

美元，

２０１３

年将小幅回

落至

１１０

美元。

新华社记者 李明 阳建 王宗凯 文

经济“自愈” 推迟“股市时间”

如果说， 年初人心思涨的市场情绪配合一度改善的

PMI

和中观行

业数据，推动指数不回头地向前，那么，经济增速下滑风险的骤然放

大，则使得市场中隐藏的恐慌情绪集中爆发，为本轮反弹画上休止符。

“三剑客” 角逐世行行长

� � � �世界银行本周宣布，由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的韩裔美籍医学专

家金辰勇、由南非等国提名的前世行常务副行长、现任尼日利亚经

济统筹和财长恩戈齐·奥孔乔

-

伊韦拉和由巴西等国提名的哥伦比

亚前财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将角逐世行新行长。这是世行自成

立以来首次有其他国家提名的候选人与美国提名的候选人竞争。

08�海外视野

铁路改革小组已成立

铁道部正研制方案

有关人士透露，国务院已成立铁路

改革小组，由发改委牵头，对铁路体制

改革方案进行研究。 根据流程，将由铁

道部研究并提出方案，报发改委等部门

进行研究和讨论， 并提出修改意见，最

后将成型方案上报至国务院。

A02

财经要闻

A02

财经要闻

中行称今年暂无补充资本需要

中国银行行长李礼辉

30

日表示，中

国银行

2012

年暂无补充资本的需要，但

未来会在适当的时候， 用适当的方式筹

集适度规模的资本， 保持合理的资本充

足水平。

A03

财经新闻

海关总署：个人邮寄进境物品

免税额度未作调整

海关总署日前公告，重新修订《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归类表》及《中

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表》，

并于

2012

年

4

月

15

日起执行。 海关总署

在

30

日发布的澄清说明中表示，公告不

涉及进境旅客行李物品、个人邮寄物品

免税政策的调整，所谓“进境

200

元奶粉

须交

10%

税”的说法理解有误。

A02

财经要闻

中信重工IPO申请获批

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2

年第

57

次会议

30

日召开，顾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发

申请获通过。

国际能源机构执行干事说

全球市场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