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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新“国十条” 呼之欲出

险资运用将着重推进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李超

9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就加快发展现

代保险服务业提出五个方面的要求。专家表示，

这可能是即将出台的 “加快现代保险服务业发

展意见”（保险业新“国十条” ）的前奏。作为保

险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新“国十条” 将从多个

方面为保险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接近监管层的人士处获

悉，在经历了反复论证和修改后，保险业新“国

十条”有望近日发布。 据媒体报道，今年1月，保

监会人士透露，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沟通，争取保

险业新“国十条”最快于7月出台。

在资金运用方面，保险业新“国十条” 将着

重体现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的 “通过保险推进

产业升级”的内涵，强调保险业在服务经济发展

方面特别是城镇化方面的作用， 引导保险资金

为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和股票、 债券市场提供长

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专家认为，在保险业总资

产超过9万亿元的大背景下，保险资金通过债权

投资计划、股权、不动产等多种投资形式，可以

成为对接实体经济的重要融资渠道。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在6月举行的2014中国

保险业发展年会上表示， 保险业要成为国家经

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动力、改善民生保障的支撑、

转变政府职能的抓手， 保险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性制度和风险管理基本手段， 在服务国家治理

体系中大有作为。 充分发挥保险业服务国家治

理体系建设的作用，关键是构建三大格局，一是

构建形成全社会“学保险、懂保险、用保险” 的

保险文化格局，二是构建形成“百姓愿意买、企

业愿意用、政府愿意推” 的保险消费格局，三是

构建形成“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参与” 的

保险服务格局。 专家表示，今年初以来，有关部

门合力推动保险业顶层设计，新“国十条” 有望

成为保险业发展的新起点。

■解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系列报道

资源税扩至自然生态空间或从量计征

从价计征料非一刀切

□本报记者 赵静扬

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日表示， 将加快煤炭

资源税改革。 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逐步将

资源税扩展到水流、森林、草原、滩涂等自然生态

空间。 专家认为，资源税扩围将使目前仅针对矿

产资源征收的小资源税扩展为大资源税，以促进

资源节约利用，将对农林牧副渔等大口径农业产

生影响。 与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相比，自然

生态空间的资源税改革可能首先考虑从量计征，

计征方法可参考目前对相关资源收费的标准。由

于资源税扩围需较多前期调研和清费立税等准

备工作，在推进速度上将慢于煤炭资源税改革。

不应一步到位从价计征

楼继伟表示， 完善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

有利于科学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

度体系。公开信息显示，煤炭资源税相关工作持

续推进。从今年初开始，取缔除中央和省定项目

以外的一切涉媒违规收费， 煤炭可持续发展基

金各煤种征收标准降低3元/吨。 近日山西省对

涉煤收费再次全面梳理，正式出台目录清单。 内

蒙古近日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煤炭企业税费

征收工作的通知》，对符合规定项目以及下调、

取消的项目予以明确。陕西、四川公布了涉煤收

费清单，开展煤炭业清费大行动。

针对自然生态空间的资源税，专家表示，其

征收可能首先采取从量计征的方式。 国家税务

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认为， 尽管

最终目的一致，但与煤炭资源税相比，自然生态

空间的资源税改革可能首先采取从量计征，而

非一步到位至从价计征。 目前部分相关资源已

有收费，对收费核定标准做出了规定。 以森林资

源为例， 蓄积量和类型、 伐区内木材和毛竹检

尺、分级等都已有较详尽标准。 如在这些领域开

展资源税改革， 可参考现存收费征收标准。 草

原、滩涂等可考虑以面积为征收单位。

一些地方政府已开始试点扩大资源税征收

范围。 江西、内蒙古、云南、海南、福建已经将资

源税征收范围扩大至地热水。 江西省明确，地热

水资源税采用从量定额征收方式， 分为商用和

民用两种。 此前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2014－2020年）》提出，逐步将资源税扩大至

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税收政策研究室副

主任邢丽解释说， 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并不

意味所有资源都要从价。 一些资源的价格在几

年间保持一定水平且起伏不大， 可能依然保留

从量计征的做法。 资源税税率形式需要综合考

量，而非“一刀切”全部从价。

促进资源节约利用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文春此

前表示， 扩大资源税征收范围虽会增加部分企

业的负担，但能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对滩涂、森

林等征收资源税预计将主要对使用上述资源进

行商业开发的主体征收。

靳东升认为，资源税扩围将对农、林、牧、

副、渔等大口径下的农业相关行业产生影响。 出

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利用的目的， 资源税应

扩展到更大领域，以改变目前环境污染、资源浪

费、粗放型的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资源税的征收对象主要包括原

油、天然气、煤炭、黑色金属矿原矿、有色金属矿

原矿等，不包括水流、森林、草原等资源。如将上

述资源纳入，意味着资源税征收范围将扩大。邢

丽表示， 目前我国资源税严格意义上只能称得

上是矿产资源税， 征税范围仅包括矿产资源和

盐。 对于矿产资源以外的具有生态价值的资源

如水、森林、草原、滩涂等，都没有征收，征收范

围较窄。 资源税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促进资源

的节约使用，适时将征税范围扩大到水、森林、

草原、滩涂将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

资源税扩围不一定意味着税费负担增加。

分析人士表示，同样是自然资源，对矿产资源征

税而对其他资源不征税，有违税收公平原则。 资

源税扩围将促使相关行业通过更新技术等手

段，提高单位资源的产出效益，争取以较少资源

换取较高产出。靳东升表示，行业的税费负担变

化会通过价格传导机制最终影响到消费者。 而

对农、林、牧、副、渔等受影响行业而言，征收资

源税的最大影响将是促使资源节约利用。

推进正税清费

邢丽表示， 资源税改革不是单纯加税的概

念，正税清费是必要过程。 水、森林、海洋目前都

存在一些相关收费，如果纳入资源税，将涉及税

费统筹问题。 在清费种类上，应坚持正税清费的

原则，需要清理的应该是地方上一些重复性、临

时性的不规范收费。

分析人士解释，无论是规范性、法律层级还

是法律效应，收费都不如征税。 税收的法律层级

比收费更高， 也更加规范， 政府监管也更有力

度。 此外，地方费用繁杂容易造成税费负担“洼

地” ，不利于资源节约利用。以煤炭资源为例，中

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报告显示， 煤炭税费重复征

收、不合理收费项目多等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

各种涉煤税费占企业营业收入的25%至35%，

其中大部分项目主要由地方各级政府和社会组

织设置。

与煤炭资源税改革相比，资源税扩围推进需

要更多时间。 靳东升指出，自然生态空间开征资

源税应是长期发展规划，但在具体执行上还需更

多调查研究，摸清资源使用情况，在推进速度上

会慢于煤炭资源税改革。 邢丽认为，资源税向自

然生态空间资源推进需要一段时间，资源税改革

目前的重点还是要将煤炭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

征，覆盖面从小资源到大资源并非一蹴而就。

国家统一信用信息平台规划建设启动

征信市场10-15年千亿规模可期

□本报记者 王颖春

国家发改委和中国人民银行9日联合召开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布会。目前发改委

正会同有关部门， 制定公民和法人统一代码方

案并启动国家统一信用信息平台的规划建设。

央行正开展征信机构设立申请和备案工作，未

来获得牌照的机构名单将在央行网站公布。 业

内人士表示，随着国家层面的推动，未来10-15

年征信产业规模有望达千亿元。

信用信息待整合

国务院于6月发布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

划纲要（2014-2020年）》，这是我国第一部国

家级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

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田锦尘在发布

会上表示， 国务院关于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

案的任务分工共有72项任务，其中9项涉及社会

信用体系，占八分之一。 十二届全国人大已将信

用立法列入立法规划。 根据国务院部署，公安部

牵头提出以身份证号为基础的公民统一代码方

案， 发改委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法人和其

他组织统一代码方案， 发改委还牵头启动了国

家统一信用信息平台的规划建设工作。

田锦尘表示，信用信息量非常大，但分散在

各部门和各行业， 整合信息迫切需要共享信息

信用平台。 目前发改委正研究组建信用中国网

站，网站域名申请工作已经完成。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副局长张子红介

绍，截至3月末，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收

集8.4亿名自然人和1930.6万户企业的信用信

息，为其建立信用档案，为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

防范信贷风险提供了重要支持。 目前央行正在

按照《征信业管理条例》和《征信机构管理办

法》 的要求， 开展征信机构设立申请和备案工

作。 获得个人征信业务经营资格的个人征信机

构名单和已在央行备案的企业征信机构名单将

陆续在央行网站上公布。

市场前景广阔

《中国征信业发展报告 （2003－2013）》

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征信行业总规模达20

亿元。方正证券通信行业分析师赵成认为，未来

这一市场的规模将大大扩充，10-15年间将达

到千亿元， 对应行业10年和15年复合增长率分

别为86.2%和51.33%。

征信产业链较为简单清晰，主要包括上游数

据供应商、中游征信机构和下游征信使用方。 数

据供应商主要包括银行、电商、水电煤供应商、电

信运营商、教育部门、医疗部门、教育部门、公安

部门、社保部门等，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征信机构主要分为个人征信机构、企业征信

机构和金融评级机构。征信机构从数据供应商处

获得数据后，通过一定的模型加工处理得出信用

评级结果，然后再卖给征信报告使用方。 征信报

告使用方主要包括房地产商、汽车厂商、 P2P平

台、金融机构等，主要应用于个人购房和购车、个

人小额信贷、企业信贷、债券买卖等场景。

美国的发展历程表明， 在征信行业发展早

期，数据的丰富和完整程度很关键，而在数据积

累到一定程度后， 产品开发和客户开发能力变

得十分关键。赵成认为，我国征信行业早期竞争

的关键在于拿到牌照， 中期竞争的关键在于整

合数据库， 后期竞争的关键在于产品和客户的

开发。 目前个人征信牌照较第三方支付牌照少

得多，有意向申请的公司有几百家，从有意向申

请到最终获批， 其间会淘汰一大批公司， 最终

10%-20%的公司将获得牌照。

证监会：强化上市公司

内控信息披露标准

“迪博·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数

（2014）” 9日在北京发布。 证监会会计部有关

人士表示， 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

标准，注重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的质量。

该人士称，一方面，督促公司执行相关信息

披露标准， 在监管过程中不仅从格式上遵循相

关披露要求，而且注重实质，增强信息披露的有

效性；另一方面，从中介机构，内控审计角度加

强规范，促进会计师事务所真正履行责任。

证监会上市部有关人士表示， 今后证监会

将继续加强内控信息披露监管。一是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全员参与，重在落实；二是上市公司

内控实施体系与现行管理制度要相融合， 防止

两张皮；三是要做好内控实施成本和效益平衡，

强化内控的信息披露。

迪博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 按照中国上市

公司内部控制指数四级八档的分类标准， 上市

公司内控评级为AA的公司共11家、 占比

0.45%； 内控评级为A的公司共36家、 占比

1.46%。 评级为A以上的公司数量偏少，上市公

司整体内部控制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 (顾鑫)

上海刷新

全国单价地王纪录

上海市黄浦区五里桥街道一宗纯宅地9日

竞拍， 丽丰控股旗下东方动力有限公司以5.77

亿元的价格胜出， 溢价62.54%。 成交楼面价

59859元/平方米，而如果考虑到配建30%保障

房，楼面价达85513元/平方米，超越去年融创

在北京创下的楼面价73099元/平方米的 “地

王”纪录，成为新的全国单价“地王” 。

公告显示，该地块起始价为3.55亿元，出让

面积6885.2平方米。该地块需配建保障房，建成

房屋不得预售，须以全装修现房销售；受让人须

在地块内落实100%建筑面积的装配式建筑。

同策咨询研究部总监张宏伟表示， 该地块

地理位置优越，具备稀缺资源优势，目前五里桥

周边的项目价格大约为10万元/平方米。 作为

港企， 丽丰控股比较善于这种项目的运作。 可

见， 开发商对上海市中心区域的未来前景仍充

满信心。

业内人士认为， 土地市场已整体步入下滑

阶段，土地拍卖以底价成交和流拍层出不穷，此

时丽丰控股以如此高的单价拿地应属个案，不

具有典型意义。 该地块面积小，总价低，未来开

发即使失利,对拿地房企的影响也不大。 (万晶)

期指收跌

7月9日，沪深300指数微幅低开，早盘以弱

势震荡为主，午盘后大幅下挫，成交有所放大。

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407收盘跌33.4点或

1.54%，报2132.2点。股指期货全天成交60.59万

手，较前一日略有增加，持仓量上升至17.78万

手。在经济稳增长政策作用下，预期下行空间有

限，维持区间操作思路。

7月9日， 国债期货主力合约TF1409收报

93.65元， 跌0.042元或0.04%， 成交648手；

TF1412合约收报94.08元，跌0.042元或0.04%，

成交90手。 （申银万国期货研究所）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7 561916 107269 2165.6 2132.2 2137.8

IF1408 12763 11776 2165.6 2132.2 2138.6

IF1409 29084 50589 2167.4 2133.8 2139.6

IF1412 2147 8193 2179.0 2146.8 2151.8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9 648 7525 93.694 93.650 93.656

TF1412 90 602 94.068 94.080 94.068

TF1503 1 6 94.320 94.320 94.320

合约代码 收盘价 涨跌 成交量 成交额 持仓量

IO1407-C-2200 10.1 -6.6 11,722 15,528,590 18,237

IO1407-C-2150 20.9 -15.2 7,756 22,881,830 23,302

IO1407-C-2100 53.6 -18.2 4,961 29,303,880 13,564

IO1408-C-2200 29.2 -8.4 6,184 20,637,090 7,885

IO1409-C-2200 48.3 -2.3 2,495 13,480,170 7,558

IO1412-C-2500 40 -49.7 1,485 6,407,360 11,262

IO1503-C-2400 55 -204.5 12 56,500 44

IO1407-P-2100 13 8.1 11,230 8,378,980 12,696

IO1407-P-2150 31.7 13.8 6,022 21,354,050 10,954

IO1407-P-2200 70.7 22.4 3,627 24,558,920 7,977

IO1408-P-2150 56.2 20.7 2,701 11,941,940 4,867

IO1409-P-2100 33.7 19.4 1,518 4,130,110 6,085

IO1412-P-2300 204 9.8 203 4,028,300 4,129

IO1503-P-1900 1.9 -182.5 10 1,900 58

扩大对港金融开放料成深港合作重头戏

（上接A01版）前海相关人士表示，如试验

成功， 可将港资国民待遇试验区扩展到靠近深

港边境线的福田保税区、 盐田综合保税区和大

鹏新区；如进一步试验也成功，则有望在全国广

泛推行港资国民待遇。

积极争取建立粤港澳自贸区， 扩大对港金

融开放亦是推进深港合作的重点。“前海未来将

强化深港合作关系，重点是出台前海《深港合作

总体方案》， 充分借鉴香港模式开发建设前海，

积极争取建立粤港澳自由贸易园区。” 前海管理

局局长张备此前表示， 未来前海需要加快深港

合作，积极争取共建粤港澳自贸区，对外资进入

前海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 的管

理模式。 接下来， 前海将参照香港法定机构做

法，设立金融发展、规划建设、法律制度等专业

咨询委员会， 香港成员在委员会中的占比不低

于30%。 此外，积极争取直达香港的国际通信专

用通道落地。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 拟建的粤港澳自

贸区方案中提出了多项深港金融合作建议，包

括推动人民币、港元在园区内自由进出，允许香

港投资者在园区内以人民币、 港元开展资本项

下的双向投资；在CEPA框架下进一步扩大金融

业对港开放，支持在CEPA框架下适当降低香港

金融企业在园区设立有关机构和开展金融业务

的准入条件； 允许园区金融机构设立离岸业务

部，拓展离岸金融业务。

酝酿土地优惠计划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获悉，《深港合作总体

方案》将在资金、用地等方面对港企、港人给予

支持。 前海三分之一以上的可开发土地将面向

港企出让，建筑面积至少900万平方米以上。 对

港籍高端人才、 紧缺人才和对符合一定条件的

港企实施税收优惠。

业内人士称， 前海深港合作区正在酝酿新

的供港土地计划，让香港本土企业参与竞标，并

拟在后期的物业运营中试行“港人、港资、港服

务” ，引进香港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前海区域

的营商环境。

张备此前表示， 前海拟增加针对港资的

土地供应总量， 三分之一以上的可开发土地

将对港企出让。 前海还将鼓励港企投资项目

采用香港建设管理体制，探索“港人、港资、港

服务” 的开发运营新模式，并向港企全面深度

开放市场，整合引进香港优质服务资源，为前

海提供国际一流标准的便捷的城市公共配套

服务。

为深化深港合作，充分了解市场需求情况，

科学安排供地规模和进度， 去年前海管理局多

次到香港进行专题调研， 充分了解香港本土企

业的商业诉求和运作规律， 并在香港报纸上刊

登“土地使用权预出让” 公告，有开发意向的香

港本土企业可在规定时间内与前海管理局进行

沟通。

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前海已出让的用地

中，已经有6块土地为香港上市企业或实际控

制人注册地在香港的企业竞得，这仅是前海与

香港企业合作的开端。随着前海开发建设的推

进，适合企业营商的条件不断成熟，香港企业

对前海的兴趣日益浓厚。 今年以来，平均每天

都有3-4家港企落户前海，前海的深港合作值

得期待。

下一步， 相关部门将根据前海合作区开发

建设需要， 研究出台支持前海开发开放的新举

措，把前海打造成为现代服务业集聚地、香港与

内地合作的先导区。

强化跨境基础设施无缝对接

深港基础设施对接将进一步加强。 相关部

门此前明确表示，将积极协调，加快建设客运专

线、港珠澳大桥等重大跨境基础设施，积极推进

莲塘/香园围口岸、深港空港合作项目，深化深

港海关合作，探索监管结果互认共享机制，强化

跨境基础设施的无缝对接，为深港两地人员、物

资跨境流动提供更便利环境。

就深港两地重大基础设施对接的问题，广东

省从推进跨境通道建设、 推进深港机场项目合

作、加强深港口岸合作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意见。

业内人士建议， 两地应进一步完善跨境

基建项目联席会议制度， 统筹规划并加快跨

境项目的推进，并加强发展战略的研判。 对于

项目所需要的资金， 可由深港两地政府组成

金融控股公司， 由该公司为两地大型跨境基

建提供融资。

此外， 相关部门提出港深共建优质生活圈

的建议，支持深港在医疗、教育、环保领域的合

作， 扩大开放医疗服务市场， 合作开展人才培

养，共同保护区域生态环境，为深港共建优质生

活圈创造更有利条件。

中行：“地下钱庄”和

“洗黑钱”报道不符事实

针对媒体报道的“中国银行造假洗黑钱” ，

中行9日回应称， 关注到新闻媒体近日就该行

“优汇通” 业务进行报道，报道与事实有出入、

理解上有偏差。

中行表示，经向有关监管部门汇报，中行及

相关银行在试点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基础

上， 在符合监管原则的前提下， 先行先试，于

2011年试点推出人民币跨境转账业务，仅限投

资移民和海外购房置业两种用途。 目前广东地

区已有多家商业银行试点开办此类业务。 在业

务办理过程中， 中行有关分行按照有关监管规

定和反洗钱等要求， 制定了严格的业务操作流

程， 对资金用途证明材料和资金来源证明材料

有统一和明确的办理标准， 业务办法和操作流

程均已事先报备。 办理时对业务材料进行逐笔

审核，且每笔业务均输入监管业务系统，较好防

范了业务风险。 报道中提及的“地下钱庄”和

“洗黑钱”情况与事实不符。 （陈莹莹）

浙江证监局

推进与新闻媒体合作

□本报记者 李宏根

浙江证监局日前召开媒体恳谈会，邀请25家

中央驻浙媒体及地方主流媒体负责人，共话如何

规范资本市场信息传播秩序，营造良好的舆论环

境。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鲍洪俊出席并讲话。

浙江证监局局长吕逸君表示，近年来，资本

市场与新闻媒体之间的关联度日益密切， 不论

是在传递监管政策信息、监督市场主体行为，还

是在正确引导宣传资本市场， 新闻媒体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下一步，浙江证监局将继续深化与

新闻媒体的合作机制， 力争使双方合作的范围

更广泛、内容更深入、关系更紧密。 一是完善监

管部门与新闻媒体的沟通联系机制。 通过建立

媒体关系QQ群或者微信群， 加强与新闻媒体

的日常沟通。 定期、 不定期召开新闻媒体恳谈

会，举办资本市场政策业务培训。二是健全信息

公开与媒体报道的主动对接机制。 以浙江证监

局官方网站建设作为信息公开的主要抓手，着

力增强政务信息公开的及时性、完整性，力求做

到规则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实行“透明

监管” 。 三是构建监管部门与新闻媒体的合作

监管机制。对于一些重点监管工作、重大监管举

措，主动策划新闻宣传方案，争取与新闻媒体及

时沟通；对于资本市场突发事件，把及时发布新

闻信息纳入突发事件处置机制； 对于市场违法

违规行为，将为新闻媒体提供典型案例，增强对

潜在违法违规者的威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