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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推广中关村试点政策

加大对农村金融的税收支持

□

据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2月3日主持召

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在更大范围推广

中关村试点政策、加快推进国家自主创新

示范区建设，进一步激励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 决定加大对农村金融的税收支持，

助力“三农”改革发展。

会议指出，从2010年起，国家在北京

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先行先试了金融、

财税、人才激励、科研经费等促进科技创

新的一系列政策，取得积极成效。当前，必

须加快创新驱动，以更大力度推进科技体

制机制改革，在更大范围推广实施试点政

策，用政府权力的“减法” 换取创新创业

热情的“乘法” ，这有利于激发人们尤其

是科研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加

快创新成果转化， 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成

长，打造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促进经济

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会议决定，（一）把6

项中关村先行先试政策推向全国。包括加

快落实先期已确定推广的科研项目经费

管理改革、非上市中小企业通过股份转让

代办系统进行股权融资、扩大税前加计扣

除的研发费用范围3项政策，以及此次将

推开的股权和分红激励、职工教育经费税

前扣除、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改

革等3项政策。 （二）在所有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和

绵阳科技城， 推广实施4项先行先试政

策，包括：一是给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的股权奖励可在5年内分期缴纳个人所

得税；二是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投资于未

上市中小高新技术企业2年以上的，可享

受企业所得税优惠；三是对5年以上非独

占许可使用权转让，参照技术转让给予所

得税减免优惠；四是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

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应缴纳的个人所得

税，允许在5年内分期缴纳。（三）围绕鼓

励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拓宽科技企业融

资渠道、支持设立适应科技企业特点和需

求的保税仓库等，研究推动在中关村开展

新的政策试点。（四）依托国家高新区，在

天津、湖南长株潭以及东中西部一些地方

再建设一批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使先行

先试政策在更大范围、 更多地区发挥效

益。 对具备条件建成示范区的高新区，要

加强培育指导、加快建设，让创新创业之

火形成燎原之势。

会议认为，“三农” 工作始终是政府

工作的重中之重，须臾不可松懈。 （下转

A02版）

钱？“我们自己的钱”

□

本报记者 曹乘瑜

12月3日的沪深股市成交量将行情的波澜壮阔演绎得淋漓尽

致。 哪里一下子涌来这么多钱？ 有迹象显示，推动这轮行情的几乎

完全是“我们自己的钱” 。粗略估计，来自证券投资类信托、公私募

基金10-11月增量资金至少逾3000亿元。 疑似来自民间财团的神

秘资金“每逢新股必出手” ，也为天量作出贡献。 在这轮A股上涨

中，海外资金明显踏空。

业内人士认为，散户资金、险资等今年已收手资金及海外长线

资金将入场，天量再创新高仍有可能。

三类机构增量资金逾3000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 增量资金的来源， 首先是大类资产配置的转

移。“最近资金就像流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要把股市每个石头

缝都填满。 ” 一位知名金牛私募说。

格上理财数据显示，下半年以来，证券投资类信托共成立2010

只（10-11月成立1200只）。 去年同期，证券投资类信托成立734

只。 以往多投向房地产、政信合作等项目类的集合信托产品（除证

券投资类）数量比去年同期增长6.86%，但规模下降11.02%。 （下

转A02版）

牛市需要更多避险工具

□

本报记者 王朱莹

伴随

A

股走强，股指期货市场成交量、持仓量逐步放大，单个股

指期货产品吸金过多的“超载”风险也不断积聚。 分析人士认为，应

尽快推出更多股指期货产品，如中证

500

股指期货、上证

50

股指期

货、股指期权、迷你期货等衍生产品，以符合市场和投资者多元化

避险需要。

当前股市走牛的基础不断夯实。 一方面，改革进入新阶段，为

股市进一步上涨提供了政策想象空间。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将逐步落到实处，为宏观经济发展打开新

的窗口。 另一方面，在时隔多年降息重启后，无风险利率大概率继

续下行，有助于提升市场整体估值水平。（下转A02版）

9149亿 天量大震荡

□

本报实习记者 张利静 本报记者 倪铭娅

昨日，股市、期市出现天量成交。 沪深两市成交

额创下9149亿元历史新高；股指期货总成交刷新历

史最高纪录，突破200万手，达230万余手，创出历史

最高成交金额2.07万亿元。

在资金面趋宽松， 改革红利释放的背景下，9月

底10月初以来两市大幅上涨。 昨日创业板指数突破

1600点，也创历史新高。 分析人士认为，市场风格出

现切换迹象，技术上可能存在调整需求。综合机构观

点来看，股市快速上涨之后风险因素也在积累，投资

者需谨防行情急速变化。

股指期货：做多迹象明显

昨日开盘不到40分钟，期指主力合约IF1412上

涨近100点，盘中攀高至3062点。 自3月10日的2060

低点以来，期指已累计上涨1000点，1手期指收益率

高达4倍。

成交方面，自11月7日以来，期指总成交量从90

多万手增至130万手后，一度徘徊在百万手关口。 近

三个交易日资金流入明显加速， 继12月2日猛增75

万余手至1968113手之后， 昨日再次增加30余万手

至2303389手，较11月初增加一倍多。

在股指期货强势上攻背景下， 昨日期指主力合

约与沪深300现货指数基差扩大至45点，创2013年2

月以来新高，可谓“牛”气十足。

瑞达期货期指研究员张夕阳表示，“空头司令”

中信期货席位在周一短暂“多翻空” 后，周三大幅减

持空单近3000手，增持多单4632手；国泰君安期货

席位增持多单1829手，居多头榜单次席。在反向套利

不明显情况下，机构做多迹象明显。

业内人士表示， 投资者入市情绪高涨及流动性

宽松，可能会使未来股指期货成交量继续放大。

板块轮动：中小盘股崛起

除上证指数和沪深300指数创三年来新高外，创

业板指数创历史新高， 并出现660.46亿元的历史最

高成交额。

国投中谷期货研究部认为， 昨日创业板放出

天量一举突破9月以来长达53个交易日的震荡格

局，（下转A02版）

责任编辑：吕 强 版式总监：毕莉雅

图片编辑：刘海洋 美 编：马晓军

地址:北京市宣武门西大街甲 97 号

邮编:100031���电子邮件:zzb@zzb.com.cn

发行部电话:63070324

传真:63070321

本报监督电话:63072288

专用邮箱:ycjg@xinhua.cn

国内统一刊号:CN11-0207

邮发代号:1-175����国外代号:D1228

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北京 上海 广州 武汉 海口 成都 沈阳

西安 南京 长春 南宁 福州 长沙 重庆

深圳 济南 杭州 郑州 昆明 呼和浩特

合肥 乌鲁木齐 兰州 南昌 石家庄 哈尔滨

大连 青岛 太原 贵阳 无锡同时印刷

A02

财经要闻

姚刚：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方案已上报

证监会副主席姚刚3日在“加快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主题座谈

会” 上表示，证监会按照中央的要求，11月底已将股票发行注册制

改革的方案上报，明年将公开征求意见，讨论取消股票发行的持续

盈利条件、降低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上市门槛。同时，证监会正

研究制定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监管规则，将区域性股权市场纳入多层

次资本市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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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看点

股基发行迅速升温 主题投资唱大戏

公募基金对股票型基金发行热情迅速升温。

正在发行的基金中， 股票型基金和偏股混合型基

金发行数量占绝对优势， 以主题投资为代表的权

益类基金赚足了市场人气。

南北车合并力争明年上半年完成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南北车合并方案初稿

已完成， 初步决定由中国南车增发收购中国北车

资产，中国北车将退市。 尽管形式上为“南车并北

车” ，但实质上是“对等合并” 。

A06

机构天下

扎堆开户日进斗金

券商笑迎牛市丰收可期

在单日成交接近万亿的资金裹挟下，牛市中投资者将眼光放在

了券商股身上。波澜壮阔的券商股行情是否还能继续？ 来自研究机

构的观点是：牛市征途中，券商成长空间正在打开。

A03

焦点

土地出让金创新高

楼市区域分化料加剧

伴随房地产市场回暖，一线城市土地交易不断升温，土地出

让金悄然攀升至历史高位。 公开数据显示，前11月，一线城市住宅

用地成交额达3190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水平，创历史新高。 随着

12月数宗优质地块入市，这一记录还将被改写。 机构报告认为，地

价水平提高，以及“限价令” 等政策的松动，正在为一线城市的房

价上涨埋下伏笔。 未来一段时间，房地产市场区域分化的态势将

更明显。

■

今日视点 Comment

“赚指数不赚钱”料再现

A15

融资客加码金融股

A12

光大证券：A股升越3000点

A12

货币市场利率稳中有降

A14

A16

期股两重天 谁是有色金属预言帝

A14

货币/债券

A股如火如荼 转债牛步难停

最近两周以来，伴随A股市场频频天量猛攻，交易所转债市场

一路高歌猛进，部分个券涨幅不亚于正股。 分析人士表示，在A股逐

步趋势性反转、市场风险偏好提升以及纯债市场牛市基础未变的背

景下，未来转债市场有望进一步拓展向上空间。具体券种方面，蓝筹

和金融类转债有望在未来较长时间内显现强者恒强特征。

A15

衍生品/对冲

股市疯涨 期债遭殃

债券牛市终场哨未响

9个交易日， 飙升逾400点， 面对沪深300指数近乎疯狂的上

涨，类似“满仓踏空” 的嗟叹，道出了很多股票投资者心中的苦水，

但更郁闷的恐怕还是债券投资者。12月3日，债券市场遭遇“黑色星

期三” ，现券利率大涨，国债期货则创下有史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分析人士认为， 在看到基本面真正出现明确向上拐点之前，债

券市场不具备大幅调整的风险，近期国债期货整体难改震荡格局。

制图/韩景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