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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下调

进口跨境电商迎风而来

业内人士预期，未来税收政策有望进一步放开，进口跨境电商将成为电商

领域的下一个风口。 同时，阿里、京东等电商巨头以及上市公司相继入局，进口

跨境电商间的竞争生态已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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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应对“东方之星”客船翻沉事件

多家保险公司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

本报记者 李超

记者2日从中国保监会获悉，保监会

已启动应急响应，迅速应对“东方之星”

旅游客船翻沉事件。

6月1日21时28分， 隶属于重庆东方

轮船公司的“东方之星” 客轮，在从南京

驶往重庆途中，在长江中游湖北监利水域

沉没，出事船舶载客458人。

“东方之星”旅游客船翻沉事件发生

后， 保监会主席项俊波立即主持召开会

议，决定启动保险业重大突发事件三级响

应程序，成立应急工作小组，研究部署保

险业应急处置工作。

6月2日， 保监会办公厅发布紧急通

知，要求湖北、重庆、江苏等相关保监局立

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其中湖北保监

局负责事故现场的应急处置工作，重庆保

监局负责排查事故轮船和船员的承保情

况， 江苏保监局负责排查乘客的投保情

况。其他相关保监局配合上述各局开展应

急处置工作。

通知要求，各保险公司立即启动应急

机制，建立24小时值班制度，有序开展相

关应急处置和善后工作。 通知要求各保

险公司认真排查投保情况，在提供服务的

同时坚持特事特办， 并加强新闻宣传管

理，严禁借理赔之名进行商业炒作。

事故发生后，中国平安、中国太保、中国

太平、中国人保、阳光保险、泰康保险等多家

公司启动了应急预案并开通理赔绿色通道，

简化理赔手续。 多家保险公司表示，已成立

工作组前往现场开展投保情况排查，并通过

开通无保单理赔服务、 开通预付赔款特殊

通道、取消定点医院限制服务、取消自付项

目、自费药品的限制推进理赔工作开展。

打新无碍强势 蓝筹成长共舞

资金布局滞涨品种

□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周二11只新股密集申购， 其中沪

市2只，深市9只，“巨无霸” 中国核电

赫然在列。 业内人士预计， 本轮 “打

新”冻结资金将超过前几轮IPO。不过，

当日A股市场并未受到“打新效应” 的

影响，指数迎来普涨，蓝筹与成长共舞，

大小盘股双升。

昨日，沪深两市大盘延续周一上攻

势头， 沪综指上涨1.69% ， 报收于

4910.53点， 距离前期高点仅有一步之

遥 。 深 成 指 上 涨 3.36% ， 报 收 于

17485.58点， 中小板指数上涨3.44%，

报收于11896.23点， 创业板指数上涨

4.92%，报收于3901.54点，深市主要指

数已收复失地，并再度刷新历史新高。

行业板块方面，除申万非银金融指

数出现0.15%下跌外，其余27个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均实现上涨。 其中，申万轻

工制造、农林牧渔和计算机指数涨幅居

前， 分别上涨4.73%、4.49%和4.45%。

申万银行、食品饮料和家用电器指数涨

幅较小， 分别上涨 0.17% 、1.45%和

1.52%。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来看，市场对

于货币政策宽松预期较为一致，流动性

保持稳定。昨日沪深两市成交额再次放

大，达到1.93万亿元，逼近2万亿关口，

显示密集打新对于市场资金面的扰动

相对较小。

就现有市场格局而言， 一方面，受

益于基本面改善，前期相对滞涨的蓝筹

板块开启轮动格局，继煤炭股周一领涨

后， 轻工制造板块成为昨日领头羊，显

示低价蓝筹股活力被激发； 另一方面，

创业板中高价股出现下跌，前期涨幅较

小的品种近期异军突起，表现强势。 由

此来看，前期滞涨品种将成为资金布局

重要方向，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

回调成买点

新基金火线建仓

再迎5000点之役

关注量能精选个股

升水持续高位

期指恐大幅波动

大股东牛市减持

“三十六计”

□

本报记者 徐金忠

牛市背景下，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

之风劲吹。同花顺数据显示，5月沪深两

市上市公司大股东净减持60多亿股，合

计金额近900亿元。 同时，5月产业资本

减持金额环比增加66%，减持之风有越

刮越烈之势。

大股东减持理由可谓花样百出，有

的谋求资本运作，有的纯粹是逢高套现，

有的借道约定购回式交易变相融资，更

有甚者不惜违规抛售。当前A股市场呈现

高股价、高估值状态，让很多大股东选择

了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三十六计走为

上” ，这种大股东“跑路现象” ，应该引起

市场的高度关注。（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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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存单面世

利率市场化近尾声

中国人民银行2日发布并

施行 《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

法》，决定推出大额存单产品。

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农村

合作金融机构等可面向非金

融机构投资人发行记账式大

额存款凭证，并以市场化的方

式确定利率。 个人投资人认购

的大额存单起点金额不低于

30万元，机构投资人则不低于

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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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调控

瞄准“降成本”

化工期股两市再掀涨潮

“煤飞色舞”势头有所减弱，能源化工则有望接棒再掀上涨热潮。业内人士

分析认为，原油价格低位向上的阶段，也是化工行业盈利最佳的阶段。 随着A股

市场热情的进一步推升，化工行业将迎来补涨行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