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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州市广州公证处作出的 （2012） 粤广广州第

207479号公证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因被执行人天津国恒铁路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恒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威谊

光通技术有限公司、 成清波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还款义

务，本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

定》第一条和第三条的规定，决定对被执行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国恒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威谊光通

技术有限公司、成清波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 禁止被执行人天津

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蔡文杰（身份证号码

440301196204111338）、被执行人深圳市中技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深圳威谊光通技术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成清波（身份证

号码 42282819620901003x） 和广东国恒铁路物资有限公司及其

法定代表人宋金球（身份证号码 410802196207160010）、深圳市

国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李晓明 （身份证号码

520201196808154093） 有以下以单位财产实施支付费用的行为；被

执行人成清波（身份证号码 42282819620901003x）不得有以下以

其财产支付费用的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

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

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高消费行为。

被限制高消费的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因生活或者经营

必需而进行上述禁止的消费活动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在限制高消费期间，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

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 人民法院可

以解除限制高消费令。 被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违反限制高消

费令进行消费的行为属于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的判决、裁定的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规定，予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追究其

刑事责任。 申请执行人和社会公众发现被限制高消费的被执行

人及其法定代表人有违反本限制高消费令行为的， 可向本院进

行举报（举报电话 020-83210672、83210671）。

本限制高消费令自送达之日起生效， 至债务全部履行

完毕时止。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2）穗中法执字第 1440号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IPO重启须辟新路

□本报记者 钟正

IPO

何时重启、 如何重启

成为当前市场非常关心的话

题。 业内人士建议，

IPO

不必急

于重启， 也不应简单重启，匆

忙重启

IPO

所带来的市场摇摆

对上市公司和投资者都是伤

害。 应尽量减少行政干预，与

市场化发行制度改革结合起

来， 打破新股发行 “暂停

-

重

启

-

暂停”的循环。

对健康的资本市场而言，

IPO

是最平常的事情，因此，在

沪深股市重启

IPO

势在必行。

但何时重启，不仅要考虑市场

发展速度和改革力度，也必须

考虑市场承受度，不应为重启

而重启， 按老办法发行新股，

需以新的发行体制和更多配

套的市场化机制，解决好“三

高”发行和“圈钱”式融资问

题，避免万福生科、绿大地之

类包装上市、欺诈上市的丑闻

再度发生。

由于种种原因，在现行法

规中， 市场对上市公司准入和

退出机制定位存在偏差。例如，

现行证券法要求审核部门对拟

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和盈利能力

做出实质判断， 侧重于满足拥

有大量“真金白银”的大中型企

业需要，主要拥有知识、创意和

品牌等软性资产的创新型企业

不能及时通过上市融资做大做

强， 一些企业不得不到境外上

市以满足自身融资需求。 退市

条件设置过于看重公司财务状

况，缺乏涵盖公司业绩表现、资

产状况、 股票交易价格等因素

的综合判断标准。

这种过于侧重企业财务

状况和盈利能力的审核理念，

要求拟上市公司在申报材料

时，除申报前几年业绩外，还要

对未来几年的业绩作出判断，

比如明年、 后年业绩增长多少

等。 这种审核理念必然使拟上

市公司在上市前拼命做大业

绩， 过度包装甚至财务造假以

达到上市目的， 或通过与中介

机构合谋实现超额募资。 这种

发行理念确实已走到尽头，导

致拟上市公司为实现上市造假

的现象非常多，让市场、让投资

者受伤，（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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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振经济尚待产业财税政策发力

●

房地产业低速增长周期或降临

●

看就业划底线 经济增速放缓无碍复苏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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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牛分析师指数蓄势待发

开启主动量化投资新纪元

■

今日视点 Comment

李克强：以简政放权稳增长推转型促就业

坚决完成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等硬任务

□新华社记者 周英峰

国务院

13

日上午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

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 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

讲话。 他强调，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二中

全会和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精神，处理好

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该放的

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

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

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

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张高丽主持会议。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汪

洋、马凯，国务委员杨晶、常万全、郭声琨、

王勇出席会议。

李克强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在当前

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

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举措，也

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客观要求。

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内， 两次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取消和下放了

133

项行政审

批事项。开弓没有回头箭，下一步还要继续

推进，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坚决打好这场

攻坚战。

李克强强调，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转变

政府职能的突破口，是释放改革红利、打造

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 今年要开好

头。一要以简政放权稳增长。（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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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勿坐等经济刺激政策

融资“新面孔”多具“黑马相”

□

本报记者 龙跃

从今年以来的融资融券市

场看，每月都会出现一些融资净

买入额激增的个股，此类个股往

往在当月或次月实现较高的绝

对收益， 有的个股还就此踏上

“黑马”之旅。 分析人士认为，融

资净买入额增加意味着新多资

金明显介入及市场新偏好出现。

在两融市场规模日益壮大的今

天，关注融资“新面孔”有望成为

投资者取得超额收益重要途径

之一。

“新面孔”含强势股

截至

10

日，沪深股市融资融

券余额达

1874

亿元，已成影响市

场重要力量，这使很多投资者虽

没有亲身参与两融交易，但也开

始逐渐重视从中挖掘投资机会。

从融资角度看，在经历一段

时间运行后，沪深股市融资余额

居前个股已出现一定的 “固化”

特点，从中挖掘投资机会难度较

大。 相对而言，个股融资净买入

额变化幅度却要大很多，这也引

起很多投资者关注。

以融资买入额减去融资偿

还额，可得到融资净买入额相关

数据。从今年以来的月度个股融

资净买入额前

50

排名情况看，每

个月都会有新的个股出现。相对

于

1

月融资净买入额居前的

50

只

个股，

2

月冠豪高新、方正证券融

资净买入额跻身前列。 机器人、

华丽家族、 长春高新等个股在

2

月的融资净买入额排名出现上

升。 进入

3

月后，兴蓉投资、贵州

茅台、广州药业等个股的融资净

买入额居前。

4

月，融资净买入额

提升的个股包括鹏博士、东阿阿

胶、京东方

A

、一汽轿车等个股。

熟悉二级市场走势的投资

者不难发现，若在今年前四个月

中及时买入当月融资净买入额

突增的个股，大都可在当月或次

月实现显著的超额收益。

三类机会浮出水面

在上述融资“新面孔”背后

的机会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提示行情主升浪。 典

型的例子就是冠豪高新， 该股

2

月的融资净买入额突然进入前

五名，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冠豪

高新出现一段令市场惊叹的大

幅拉升。类似情况，在

4

月的鹏博

士等个股也有体现。

其二，提示阶段底部。

3

月，

贵州茅台融资净买入额达

3.98

亿元，在经历塑化剂、限制三公

消费、产能过剩质疑等一系列负

面因素冲击后，首次在融资净买

入数据方面出现异动。从股价表

现看， 贵州茅台也恰恰是在

3

月

实现股价的阶段企稳。

（下转A02版）

新日恒力疑似贱卖虎山机械

� � � �新日恒力一则蹊跷的资产转让公告背后， 隐藏着一桩大股东腾

挪市公司隐蔽资产的灰色交易。中国证券报记者调查发现，交易标的

恒力虎山机械的相关土地、物业、水产养殖海域资产被严重低估，贱

卖上市公司资产的故事正在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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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反弹或“昙花一现”

城镇化概念再次席卷市

场，股市纹丝不动，商品期市则

闻风上扬。分析人士称，整体经

济弱势复苏格局， 导致城镇化

概念促使工业品反弹可能只是

“昙花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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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新标准有望年内出台

合成革环保从严加速去产能

图片新闻

� � � �据新华社报道， 国务院

副总理汪洋

13

日在京会见了美

国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集团董

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沃伦·

巴菲特一行。业内人士介绍，这

是巴菲特第四次造访中国，上

一次是在

2010

年

9

月。

巴菲特的一举一动备受投

资者瞩目。迄今为止，巴菲特共

买过

2

只中国股票，一只是中国

石油（

H

股），已于

2007

年清空；

另一只是比亚迪（

H

股），目前

由伯克希尔集团旗下中美能源

公司持约

10%

的股份。

今年以来， 巴菲特大手笔投

资太阳能、 百亿美元收购亨氏等

消息推动光伏、 食品调料等个股

闻风而动。本次巴菲特访华，市场

人士憧憬他将再次掀起新的热

潮。 图为汪洋会见巴菲特一行。

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图片合成 苏振

本报记者 杨博 文

巴菲特访华 “股神”热或再袭A股

A04

海外财经

谷歌I/O全球开发者大会

吸引眼球

巴菲特：

从未考虑过出售比亚迪股份。

2月以来比亚迪（A股）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