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租赁企业进口飞机

税收优惠明确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近日联合

下发通知， 明确租赁企业进口飞机有关税收政

策。 自2014年1月1日起，租赁企业一般贸易项

下进口飞机并租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 享受

与国内航空公司进口飞机同等税收优惠政策，

即进口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的飞机减按5%征

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自2014年1月1日以来，对

已按17％税率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的上述飞

机，超出5％税率的已征税款，尚未申报增值税

进项税额抵扣的，可以退还。

此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租赁企业从境外

购买并租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 空载重量在25

吨以上、不能实际入区的飞机，不实施进口保税政

策，减按5%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赵静扬）

股指期货反弹收高

5日，股指期货反弹收高，IF1406报收2149.6

点，上涨28.2点。 开盘后，股指期货在前一日结算

价上方小幅震荡，14时后在沪深300指数前25大

权重股（占比36.62%）悉数上涨的带动下，股指

期货迅速走高，IF1406最高升至2155.4点。 现指

收盘后由于日内多方回补离场，略微回落。 我们

认为6月公布的经济数据将延续PMI呈现中性偏

好的态势，央行在短端流动性操作上也难有过紧

的表现，建议空单减持离场。（长江期货）

沪深300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6 620330 98668 2125.0 2149.6 2145.6

IF1407 16840 21469 2114.2 2139.4 2134.6

IF1409 16657 40620 2122.2 2151.6 2146.0

IF1412 1487 4682 2142.6 2165.4 2160.0

5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6 63 108 94.582 94.078 94.086

TF1409 8473 6949 94.950 94.380 94.404

TF1412 90 226 95.254 94.786 94.800

合约代码

权利金结

算价（点）

涨跌

（点）

成交量

（手）

成交金额

（万元）

持仓量

(手)

IO1406-C-2400 1.8 -0.1 59511 827 18274

IO1406-C-2700 0.1 0.2 37937 114 403114

IO1406-C-2200 19.9 0.5 32757 5962 52471

IO1407-C-2250 42.8 2.6 4789 1929 9141

IO1408-C-2300 45.5 1.0 2496 1088 2428

IO1409-C-2500 38.9 7.5 2352 890 17490

IO1406-P-2050 11.3 -7.5 22457 3322 18735

IO1406-P-2100 24.1 -12.0 28647 6177 28647

IO1406-P-2000 5.8 -3.9 19818 1549 21715

IO1407-P-2050 39.0 -7.7 3404 1465 6197

IO1408-P-2000 37.4 -7.2 2199 895 2998

IO1409-P-1900 31.7 -4.8 1667 580 7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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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预披露企业增3家

6月5日，证监会发布第33批共计3家IPO预

披露企业信息， 分别为上海岱美汽车内饰件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火炬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上市地均

为上交所。（顾鑫）

习近平：构建“1+2+3” 中阿合作格局

未来10年争取把中阿贸易额增至6000亿美元

□据新华社电

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5日在人

民大会堂开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

的重要讲话。 习近平表示， 通过古老的丝绸之

路， 中阿人民的祖先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友

好交往的前列。当前，中阿都面临实现民族振兴

的共同使命和挑战。 希望双方弘扬丝绸之路精

神， 以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为新机遇新起点，不断深化全面合作、共同

发展的中阿战略合作关系。

习近平指出，未来10年，对中阿双方都是发

展的关键时期。 实现民族振兴的共同使命和挑

战，需要我们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促进文明互鉴，

尊重道路选择，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

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 是互利共赢之

路。 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因为丝绸之路相知相交，

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 中阿双方

应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中阿利益

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既要登高望远、也要脚踏

实地，构建“1+2+3” 的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

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

域为新的突破口，未来10年，争取把中阿贸易额

从去年的2400亿美元增至6000亿美元，把中国

对阿非金融类投资存量从去年的100亿美元增

至600亿美元以上，加快协商和推进中国－海湾

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 阿拉伯国

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争取早期收获。

双方应该依托并增进中阿传统友谊。 中阿双方

决定把2014年和2015年定为中阿友好年，将举

办一系列友好交流活动。 今后3年，我们将为阿

拉伯国家再培训6000名各类人才。 未来10年，

我们将组织10000名中阿艺术家互访交流，推

动并支持200家中阿文化机构开展对口合作。

震荡市资本运作热火朝天

产业资本主板增持 老派资本新装上阵

□本报记者 黄莹颖

市场虽已展开反弹， 二级市场玩家的心态却

仍显得迷茫，经济未见大幅好转，创业板估值仍高

企，让不少私募基金经理只能空仓或轻仓以待。

尽管如此，惨淡的二级市场交投下面，仍潜

藏着多个积极的市场信号。 在创业板、中小板遭

到大幅减持的同时， 主板意外成为产业资本的

香饽饽。 与此同时，以梧桐系、当代系、硅谷系等

为代表的新派资本玩家， 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

资本运作，并批量催生牛股。

投资圈迷茫情绪浓厚

“现在大家的聚会少多了，一来没赚到钱

影响心情，二来市场差也懒得交流。 ” 深圳一

资产管理规模数亿元的私募基金经理说。 而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对一投资微信群的观

察，与今年初的三个月相比，最近数周，投资

人士已甚少谈论个股， 话题更集中在一些时

事趣闻上。

“你说现在买什么好，成长股似乎太高，周

期股似乎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所以只能轻仓等

待了。 ”上述私募基金经理表示。

与过去股指单边下跌相比， 做空股指赚钱

也不太容易。 “现在市场变化因素太多，不明朗

的东西也非常多， 在震荡市里面做空股指赚钱

太难了。 ”深圳一期货私募基金经理表示。市场

调整至今，已使得不少投资人士失去方向感。

对于6月的市场走势，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

析师杨德龙表示， 经济短期企稳已经反映到股

指上，市场仍以震荡为主，单边上扬或者下跌可

能性不大。投资策略上仍应保持偏低仓位，注意

控制风险，不应过度激进。

招商证券资产管理部高级投资经理杜长江

认为，目前经济还是处在寻底态势中，对投资者

的信心影响较大。

产业资本大幅增持主板

这种因看不清导致的悲观情绪显露无遗，中

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5

月最后一周（5月26日至30日），证券市场交易结

算资金银证转账增加额为1440亿元， 减少额为

1793亿元，净变动额为-353亿元，创4月以来的

新高，这也是该数据连续第3周呈现净流出。

统览五月，虽然市场有较大幅度反弹， 但

是产业资本增持却大幅下降、减持大幅上升；高

管股东减持行为增加；主板仍为净增持、非主板

减持规模大幅上升。

银河证券的一份研报显示，5月产业资本增持

规模急剧下降，减持规模大幅上升，其中增持283�

次、减持533次；增持60.11亿元，较上月减少67.64

亿元；减持97.22亿元，较上月增加67.02亿元；全市

场净减持37.11亿元，比4月下降134.66亿元。

不过区分板块来看， 却可以看出诸多积极

迹象，其中，5月主板增持频率大于减持频率，增

持金额也大于减持金额。 主板全月增持182次、

减持87次；增持金额为52.47亿元，减持金额为

38.85亿元，净增持13.62亿元。这与中小板、创业

板情况相比明显积极。

对于上述情况， 深圳国诚投资总监黄道林

认为，不少周期股已处于超跌位置，如果经济有

较大幅度好转迹象， 这些周期股势必会出现一

波意外的超跌反弹行情。

老派资本玩家新装上阵

尽管市场低迷，投交惨淡，但一些新派资本

玩家，却仍在热火朝天地进行资本运作，并批量

催生牛股。

以伊立浦为例，3月初至今， 该股股价涨幅

已超过50%，而在过去的2013年，该股涨幅也超

过120%。 2013年6月，梧桐翔宇并购伊立浦，并

在随后的数月，原高管、原股东逐步隐退，梧桐

系人马站上前台。 梧桐系的浮出水面，实质上只

是原德隆系人马回归A股资本市场的一个缩

影。 过去一年多，除梧桐系外，原德隆的魅影还

出现在当代系、硅谷系身上。

以当代系为例，目前已控股的当代东方、国

旅联合、厦华电子三家公司，在市场调整期间，

仍然逆势上涨，其中当代东方从年初至今，涨幅

已超过80%。

而硅谷系最为彪悍，截至目前，硅谷天堂已

与大康牧业、京新药业、万马电缆、齐星铁塔、长

城集团、华数传媒、沃森生物等数十家上市公司

有相关合作。

整体来看，包括梧桐系等在内的资本玩家，

已告别了以往通过直接操作股价获利的老派模

式。 其盈利主要通过整合产业链坐实做大上市

公司业绩，并以此做大上市公司市值获利。 这与

早期的德隆模式已有较大差异， 早期德隆的操

作模式，即先控股一家上市公司，然后融资，投

入产业发展，提高公司业绩，然后再融资进入下

一个循环。

上市公司监管将实现五个转变

中上协下半年将组建金融服务委员会等机构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陆泽峰5日

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 中国上市公司

协会联合举办的 “2014年第1期上市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研修班” 上表示，当前证监会在上市

公司监管方面将要进行五个转变：第一，转变监

管理念，向以信息披露监管为核心转变；第二，

转变监管方式，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特别是向

事后监管转变；第三，转变监管模式，强化问题

导向。 一是明确会机关、证监局、交易所和中上

协的监管定位。二是减少例行检查，以问题为导

向，加大对问题公司的监管。三是进一步完善监

管协调机制。 第四，转变信息披露导向，回应投

资者需求。 第五，向阳光监管转变，持续提高监

管透明度。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安青

松表示， 中上协初步形成了两个方面的服务

特色：一是开通政企对话渠道，通过调研积极

反映会员之所需、急会员之所急，先后向国务

院和相关部门提交了改善企业发展环境、促

进企业转型升级、改进市场监管的若干建议，

得到国务院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多

数建议得到了落实。 二是打造会员交流平台，

以会员为主体的董事会秘书委员会、 并购融

资委员会、信息化委员会积极开展工作，先后

在山东、四川、山西开展“上门服务周” 活动，

协会成为会员自我服务、 自我管理的重要平

台。 今年下半年协会还将组建独立董事委员

会、金融服务委员会、军工上市公司委员会，

进一步发动会员力量、凝聚会员智慧，促进会

员健康发展。

广东启动个人投资者碳排放权交易

□本报记者 常仙鹤

随着广东碳交易一级市场有偿配额拍卖不

断取得进展， 广东碳交易二级市场的刚性需求

日益显现。 继深圳和湖北碳市场开放个人碳交

易后，6月5日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正式启动个

人碳交易， 当日共有5名个人投资者成功买入

195吨碳配额，总成交金额12709.4元。

《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管理实施细则 （试

行）》规定，机构投资者或个人参与碳交易，配

额持有量不得超过300万吨。自6月3日开始接受

个人会员开户申请以来， 已有10余名个人投资

者在广碳所成功开户， 另外还有30余名意向个

人投资者向广碳所提出了开户申请。 个人碳排

放权交易采取T+1的交易模式， 有10%的涨跌

幅限制，交易费为双向５‰。

据介绍， 广东省碳排放权配额共有3.88亿

吨，在中国碳市场规模总量最大。 6月5日当天，

广东碳市场再现天量成交。 广碳所官网公布的

数据显示， 当天广东碳市场共成交188050吨碳

配额，成交金额达1128.4048万元，双双创下广

东碳交易二级市场启动以来的最高峰。

广碳所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放个人投资者入

场交易， 一方面使得碳市场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

化，另一方面也为碳市场注入了更多的流动性，对

于提高民众的低碳意识， 活跃广东碳交易等有重

要意义。 广东碳市场规模总量大，顶层设计相对领

先，有能力成为中国碳市场的领头羊和创新标兵。

多省份出台稳增长举措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地方近期规划发现，

稳增长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其中，四

川省将加大投资力度力保经济总体平稳增长。

围绕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建设， 贵州计划投资

5300亿元。

大力“稳增长”

四川省政府日前印发《促进当前经济稳增

长的十六条措施》，从16个方面力保经济总体平

稳增长。四川提到，要加大投资力度，加快在建项

目建设，组织开工一批新项目，确保二季度及下

半年全省新开工项目数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加快

财政资金支出进度，有效引导社会投资。

贵州省政府近日下发 《关于加强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的实施意见》，围绕改善民生、城市运

行安全、生态文明、节能减排、投资拉动效应明

显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领域， 强化项目带

动、投资拉动、就业推动，贵州计划从2014年起，

用4年时间， 到2017年力争累计完成投资6200

亿元。 城市道路交通网络建设成为一个重要方

面，贵州计划在这一领域完成投资5300亿元。

面对一季度数据反映出的不景气， 一些地

区正在积极应对。 广东省一季度GDP同比增长

7.2%，与广东全年增长目标8.5%相差1.3个百分

点，外贸出口下降22.4%，出现2010年以来的首

次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7.3%，同比

下降2.2个百分点。 广东省政府常务会议近日研

究决定出台财政支持稳定经济增长的政策措

施。 广东省近期印发支持外贸稳定增长实施方

案，从多个方面扩大进口，确保出口止跌回升。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今年以来各地的建设

规划发现，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

利、交通等方面成为各地关注的焦点

促消费各显神通

与此同时，在促进消费方面，各地也是下足

了工夫，电子商务、信息产业等成为重点关注的

领域。

四川省在稳增长举措中提到， 要努力开拓

消费市场。鼓励年销售收入1亿元以上的大型家

装市场开展促销活动。 对2014年市场交易规模

首次上50亿、100亿元台阶的， 给予市场促销奖

励。 四川还提到，要培育发展电子商务，鼓励电

子商务企业创新发展模式， 支持跨境电子商务

平台、行业垂直平台、电子商务试点企业和示范

基地建设。 支持互联网企业、电子商务企业通过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

此外，河北出台《电子商务发展3年推进计

划（2014-2016年）》，提出到2016年，全省电

子商务交易额达到15万亿元， 网络零售额达到

1500亿元；山西出台《关于加快电子商务发展

的指导意见》， 设定了2015年全省电子商务交

易额的目标为1万亿元。

宁夏确定自发自还地方债五家主承销商

□本报记者 赵静扬

宁夏近日发布《关于组建宁夏回族自治区

2014年政府债券承销团的通知》， 确定主承销

商将为5家，成为首个正式发出组承销团通知的

自发自还试点省市。

根据通知，2014年宁夏政府债券发行规模

为55亿元， 其中5年期债券22亿元，7年期债券

16.5亿元，10年期债券16.5亿元。 申请成为宁夏

2014年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的机构， 申请时须

提供2012及2013年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

数据。同时应具备《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债券承

销团组建及管理办法》规定的资格条件。其中要

求，申请人注册资本不得低于人民币3亿元或者

总资产在人民币100亿元以上。

此前财政部公布，今年4,000亿元地方债发

行规模内， 上海等10个地区试点地方政府债券

自发自还总规模为1,092亿元；其中，江苏获准

发债规模最高174亿元，宁夏达55亿元。 并且规

定5年、7年和10年债券比例为4:3:3。

业内人士建言特许经营立法

□本报记者 王颖春

国家发改委法规司近日召开座谈会， 就各

地方各领域特许经营开展情况， 特许经营立法

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具体制度设计等问题，听

取有关专家和市场主体的意见建议。 国家发改

委法规司有关同志表示， 将在对立法草案作进

一步修改完善后，尽快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与会人员认为，特许经营权立法要对以下六个

方面作出具体规定，一是与现行制度的衔接。 特许

经营在市场准入、经营者选择、项目审批程序、财政

支出、融资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既要与《行政许

可法》、《招标投标法》、《预算法》、《土地管理

法》、《物权法》等法律作好衔接，作出专门规定，又

要按照简政放权、高效便民的原则，作好与现行固

定资产投融资程序的衔接。 二是法律关系的定位。

特许经营法兼具行政法和民法属性，需要针对不同

事项明确法律属性，为设定各方权利义务关系和法

律救济渠道奠定基础。 三是特许经营项目的选择标

准。要按照竞争性、经济性、适当性原则，规定物有所

值标准， 为特许经营项目的确定提供法律依据，打

破“玻璃门” 、“弹簧门” 、“旋转门” 。四是公开透明

和公众参与。 五是特许经营的期限、价格调整及特

许经营权的转让。 六是权利救济。

郁亮：房地产业

尚未触及“冰山”

近期，房地产市场量价齐跌现象明显，有关

“拐点论” 、“冰山论” 的论调甚嚣尘上。 昨日，

万科总裁郁亮在万科首届商业合作方大会上表

示，房地产业绝未到触及冰山的时刻，在悲观的

时候要保持信心。

郁亮表示， 房地产业已经度过了它最黄金

的岁月， 但绝不是就要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

“每个新兴的行业都有一个特定的阶段， 在这

个特定阶段里边，任何投资都可以赚到钱，而且

越胆大越能赚到钱。只不过这个时代结束了。”

郁亮表示， 房地产问题基本是人口问题，虽

然中国人口数量的拐点已经快实现了，但从人口

的质量和分布来看，行业仍有发展空间。（张敏）

工信部：

煤化工发展呈过热趋势

工信部原材料工业司副司长潘爱华6月5

日在2014中国国际煤化工展览会暨中国国际

煤化工发展论坛上表示，我国现代煤化工技术

日趋成熟，但煤化工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也逐渐显现，一是煤、水资源消耗大，二氧化

碳排放多；二是投资强度大，风险较高；三是现

代煤化工产业发展呈过热趋势， 必须加强规

划、政策的制定和引导，促进现代煤化工产业

健康、可持续发展。（顾鑫）

保监会规范险企投资性

房地产评估增值事项

6月5日，保监会网站发布了《关于清理规

范保险公司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有关事项的

通知》， 就开展清理规范相关评估增值工作作

出说明，公开了此次清理规范的范围。

保监会表示， 清理范围包括保险公司以物

权方式直接持有的、 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

性房地产， 以及保险公司通过设立或入股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的、 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保监会表示，目前正在修订投资性房地

产的偿付能力资产认可标准， 此项工作正处于

公开征求意见阶段。（李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