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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Comment

赴港融资风生水起 内地房企各显神通

� � � �今年以来， 内地房企境外

融资已成一种潮流。 据不完全

统计，龙湖、中海等多家内地房

企或通过发债、 或通过银团贷

款已成功获取数百亿港元资

金。 这些方式的融资成本普遍

在

4%-10%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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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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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亿增持驰援 苏宁股价大逆转是底还是套

●

基金忧心苏宁转型模式

●

电商上演“三国杀” 重金血拼四战役

A04�/�焦点

机构鏖战资金“大本营”

券商虎视账户支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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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巴菲特加仓银行

索罗斯重拾黄金

A06

海外财经

地产

A08

地产中国

温家宝：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 � � �

１４

日至

１５

日，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来到浙江杭州、湖州、嘉

兴等地，调研经济运行情况。

温家宝指出，当前我国经

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的，一

些领域出现积极变化， 保持

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备不少

有利条件。同时也要清醒地看

到， 经济趋稳的基础还不牢

固， 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

一段时间。

温家宝说， 中国是人口大

国， 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长期存

在。 他们的发展与就业和人民

生活密切相关。 对劳动密集型

企业和中小企业， 要落实好扶

持政策，帮助解决融资难问题，

减轻企业负担。

图为温家宝在海信惠而浦

电器公司生产车间， 了解企业

生产经营情况。 新华社图文

楼市回暖可期 美地产股牛气十足

� � � �衡量美国住宅建筑商表现

的标普住宅建筑指数今年以来

累计上涨

54%

。 包括高盛和摩

根大通在内的机构， 日前纷纷

上调住宅建筑商行业投资评

级。分析人士认为，如美经济复

苏势头能持续， 房地产市场会

成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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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

股市有多少减税可以期待

□

本报记者 丁冰

倡导上市公司分红、鼓励

价值投资正成为当前证券市场

建设重要内容。分析人士指出，

完善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应鼓

励中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

细数我国资本市场各项税收，

差别化征收红利税、 减免印花

税和完善资本利得税等多项税

收优惠政策值得期待。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税收

主要包括三类：一是证券交易

税，即印花税，按税率

1‰

对卖

方征收；二是红利税，对持有

债券、股票、股权而取得的利

息、股息、红利所得征收，对公

司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有不

同规定； 三是资本利得税，目

前在我国税法中没有资本利

得概念，对资本利得调控分散

在各税种中，如个人转让限售

股征收所得税、个人买卖上市

公司股票免征所得税等。

减免红利税呼声已久 。

股息红利收入是企业在缴纳

企业所得税后分配的， 如果

收到股利后仍要缴税， 就产

生重复征税问题。 目前政策

是公司投资者可免缴， 个人

投资者所得则减按

50%

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

分析人士表示，在资本市

场波动强烈、股市吸引力下降

背景下， 应尽快减免红利税，

以消除客观上对上市公司重

复征税及税负不均影响。 由于

免征该部分税收与加强个人

所得税征管和调节高收入的

政策方向存在差异，因此可考

虑根据投资者持股期限区别

对待。 这既有助于减少重复征

税影响，也可培养投资者长期

投资理念。

此外，债券投资利息所得

也有降税空间。 上半年，企业

债券发行规模为

3123

亿元，同

比增长

119%

；公司债发行规模

为

1030

亿元，同比增长

91%

，均

创历史同期新高。 目前个人投

资者投资企业债和公司债要

交

20%

的利息税， 公司投资者

则要将利息收入计入企业所

得，这大大提高公司债券融资

成本，也限制债市发展。 分析

人士建议，应减免公司债和企

业债利息所得税，特别是减免

个人投资公司债的利息税最

具可操作性。

印花税一向是股市调控

重要工具。 自

1990

年开征印花

税以来， 我国已进行

9

次印花

税率调整，对资本市场都产生

重大影响。（下转A02版）

中集集团成两市唯一跌停股

B转H方案并非唯一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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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期货

收储传闻击退空头

郑糖8秒内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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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季度末

银行不良贷款率为0.9%

上交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开征求意见

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需披露原因

□

本报记者 周松林

上海证券交易所今日发布的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征求意

见稿）》要求，上市公司应合理制

定现金分红政策和相应决策程

序， 完善现金分红的信息披露及

监督机制， 引导投资者形成稳定

回报预期和长期投资理念。 专家

表示，在《指引》正式出台后，将引

导一大批上市公司注重现金分红

回报投资者， 有效提升市场投资

价值， 为长期资金入市创造有利

条件。

《指引》指出，上交所鼓励上

市公司每年度实施现金分红（上

市公司存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负等特殊情形的除外）。 上市公

司一般可以选择以下

4

种股利政

策之一， 作为现金分红政策：固

定金额政策； 固定比率政策；超

额股利政策；剩余股利政策。

上市公司应当结合所处行业

特点、 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

式、盈利水平、资金需求等因素，

选择有利于投资者分享公司成

长和发展成果、取得合理投资回

报的现金分红政策。 （下转A02

版， 答记者问及征求意见稿全文

见A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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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红比例不低于

50%

可获再融资、 并购

重组等“绿色通道”待遇

■

上市公司可选择

4

种现金分红政策：固定

金额政策、 固定比率政

策、超额股利政策、剩余

股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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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融资业务或下周率先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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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热点

金牛对话：基本面尚未转暖

有色金属反弹路非坦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