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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码改革路线图” 系列报道之四

市场化法治化思路渐明

房产税试点待扩围 楼市调控“稳”字当头

□

本报记者 张敏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涉及房地产行业

的内容仅寥寥数语，不过，结合有关部门近

期动作看， 楼市调控政策的思路调整正逐

步明朗。分析人士认为，市场化与法治化将

是未来楼市调控政策重要思路。房产、信用

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建设， 正是在为楼市

调控政策制度化打基础。

从短期看， 房产税试点扩围可能成为

楼市调控政策切入点。 当前多个城市已制

定并上报房产税试点方案。 房产税试点可

能最快在岁末年初扩围。 由房产税试点带

动的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 将拉开房地产

领域各项改革的序幕。

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珏林表

示，实施上述改革的前提，在于房地产市场运

行情况保持稳定。因此，短期之内，现有房地产

调控政策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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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细则将出

后续行情如何把握

适时推出原油期货助推资本市场开放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随着煤炭、铁矿石、国债

期货相继推出，原油期货市

场建设可能将成为

2013

年经

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压

轴”之举。 目前，适时推出原

油期货的条件已基本具备。

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提速、

市场化改革加深的大背景

下，适时推出原油期货这一

国际化期货品种，必将推动

我国期货市场国际化发展

进程。

近年来， 我国原油需求

量、进口量、原油对外依存度

不断提高，但是，我国在全球

原油定价体系中仍处于被动

地位，原油定价权缺失、成品

油定价机制改革及国家原油

战略储备不足需尽快建立原

油期货市场。

具体来看， 我国作为全

球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需利

用原油期货争取国际原油定

价权， 增强国际影响力。 目

前， 我国是全球第五大石油

生产国、 第二大石油消费国

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 但在

世界原油定价机制中， 只能

被动依赖国际市场。 国际原

油价格每桶上涨

1

美元，我国

进口成本将增加约

20

亿美

元。 适时推出原油期货，通过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套利机

制影响国际油价， 将我国的

需求因素正确反映到国际市

场价格波动的趋势中去，这

对我国争取国际原油定价权

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需

通过原油期货加以完善。我国

现行的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油

价形成机制主要存在两个问

题。 一是调价时间的滞后性。

国内油价变化比国际油价滞

后，不仅与市场当时的实际情

况不一致，而且市场参与者投

机倾向十分明显，不利于维护

正常的市场秩序。 二是价格

接轨的简单机械性， 没有充

分考虑到国内市场与国际市

场在消费结构、 消费习惯及

消费季节等方面的差异，难

以反映国内成品油市场真实

供求状况。 原油期货作为市场

化程度较高的产品，它在相当

程度上能迅速且独立地反映

原油市场供需情况和原油基

准价格。（下转A02版）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明年或“破六”

� � � �来自中国外汇交易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

２０

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

报

６．１３０５

，较前一交易日继续上涨

１２

个基点，再次刷新汇改以来的新纪录。

分析人士认为，我国经济持续向好支撑人民币汇率走强。美联储日前释

放出继续维持量化宽松信号， 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 导致境外资金流入加

快。十八届三中全会相关信息及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的表态显示，我国汇改

进程将加快。

境内市场双向开放预期将吸引新一轮资金涌入。 我国将逐步改变以出

口为主导的增长模式，加快人民币“走出去”，推动资本输出和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 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可能允许提高对经济增速下行的容忍度。 专家预

计，明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可能“破六”。（详见A03、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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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家化涉嫌信披违规被证监会立案稽查

� � � �因为涉嫌未按照规定披露

信息，上海家化被证监会立案

稽查。 接近上海家化的知情人

士透露，此次立案稽查可能是

因为上海家化退休职工管理

委员会此前持有吴江市黎里

沪江日用化学品厂股份并获

取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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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丽萍：

军民融合正成为重要增长点

“奶荒”暂难缓解

三元股份宣布12月起提价8%

� � � �由于原料奶等成本持续上涨，三元股份宣布，自

12

月份起将上

调部分牛奶产品价格，加权平均涨价幅度为

8%

。这将是三元牛奶继

年初价格上调

5%

之后的第二次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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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基赎回压力山大加剧债市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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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擂鼓 电商唱戏

互联网金融“肥水” 难入基金“田”

� � � �业内人士指出，在目前互联网金融格局中，少数掌握庞大客户

资源的电商大佬们掌握绝对“话语权”，不仅可以左右互联网金融的

方向和产品布局，而且决定着互联网金融“蛋糕”的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