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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麻花借话剧知识产权做大电影生意

在话剧市场一直稳步成长的开心麻花，手握22部原创话剧IP（知

识产权），凭借《夏洛特烦恼》的成功，其成长空间一下子被打开了。 有

分析认为，在国内电影IP热潮下，话剧改编电影前景广阔，登陆资本市

场后，开心麻花的话剧影业双引擎互动的商业模式值得期待。

A07�公司深度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强调

商业类国企要实现优胜劣汰有序进退

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 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

□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10月13日上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七次会议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中央通过的改革方案落地

生根， 必须鼓励和允许不同地方进行差别

化探索。全面深化改革任务越重，越要重视

基层探索实践。要把鼓励基层改革创新、大

胆探索作为抓改革落地的重要方法， 坚持

问题导向， 着力解决好改革方案同实际相

结合的问题、利益调整中的阻力问题、推动

改革落实的责任担当问题， 把改革落准落

细落实，使改革更加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

基层所盼、民心所向，更好造福群众。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加强和改进

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深化国税、地税

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关于进一步推进

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关于国有企业

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关于完

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意见》。

会议强调，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

改革，要坚持依法治税、便民办税、科学效

能、协同共治、有序推进的原则，发挥国

税、地税各自优势，推动服务深度融合、执

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着力解决现

行征管体制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要推

出更多便民办税改革措施，为群众提供更

加优质高效的服务， 减轻群众办税负担，

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要根据财税体制改革

进程， 结合建立健全地方税费收入体系，

厘清国税和地税、地税和其他部门的税费

征管职责划分，着力解决国税、地税征管

职责交叉以及部分税费征管职责不清等

问题。 要把简政放权和创新管理结合起

来， 把优化服务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寓

管理于服务之中， 加强事中事后管理，确

保把该管的事项管住管好。对偷骗税违法

犯罪行为，要依法惩处。 要依托现代信息

技术，转变税收征管方式，优化征管资源

配置，加快税收征管信息化进程，提高税

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会议指出，我国农垦是在特定历史条

件下为承担国家使命而建立的。推进农垦

改革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方向，坚持政企分开、社企分开，以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

心，以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

为主线，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推进资源资产整合、产业优化升

级，建设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企业、大产

业，全面增强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

力， 发挥现代农业建设的骨干引领作用。

要加强党对农垦工作的组织领导，加强农

垦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要按照

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上下联动、点面结合

的原则稳步推进。

会议强调，要立足国有资本的战略定

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现状和发展需要，根

据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国有企业

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商业类国有企业

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放大国有资本功

能、实现保值增值为主要目标，按照市场

化要求实行商业化运作，依法独立自主开

展生产经营活动，实现优胜劣汰、有序进

退。 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

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 对

商业类国有企业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分类

推进改革、分类促进发展、分类实施监管、

分类定责考核。

A股连涨重燃两融热情

□

本报记者 张怡

国庆节后，A股市场高开高走持

续反弹。 周一沪深两市成交额超过

9000亿元大关，远高于以往6000亿元

下方波动的状态。 周二市场休整，但

成交额仍超过7000亿元。面对市场的

量价齐升，敏锐的融资客积极参与博

反弹，两融余额连续三日增加，累计

增长逾410亿元。其中，周一伴随着市

场大幅反弹 ， 两融余额环比增长

242.14亿元至9479.78亿元，增幅创今

年6月2日以来新高；当日融资买入额

达1119.72亿元， 创8月20日以来新

高。 去杠杆近尾声，压抑已久的市场

热情逐步迎来释放窗口。 不过，分析

人士认为，两融余额上行代表风险偏

好提升和市场情绪好转，但不能预判

市场将持续好转，后续将继续随着行

情波动。

市场上行 两融升温

国庆节长假前， 两融余额降至

9000亿元整数关口附近， 不过节后连

续三日回升。 据Wind数据，10月12日

融资融券余额回升至9479.78亿元。 融

资余额为 9450.14亿元， 环比增加

241.27亿元，融券余额为29.64亿元，环

比增加0.86亿元。 10月8日至12日，融

资买入额分别为703.50亿元、644.19亿

元和1119.72亿元， 明显高于9月下旬

300亿-600亿元的水平； 且12日的买

入额是8月20日以来的最高值。

从个股情况看，893只两融标的股

中，近三日共有666只个股获得融资净

买入。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国一重净

买入额位居前三位， 分别为5.32、5.08

亿元和4.96亿元；昆药集团、际华集团、

万向钱潮、苏宁云商和东方财富净买入

额也均超过4亿元。 相反，乐视网近三

日遭遇3.13亿元净偿还， 海通证券、格

力电器、长安汽车等7只个股净偿还额

也均超过了亿元。

分行业来看，房地产行业个股获得

合计31.15亿元的融资净买入， 位居第

一位；机械设备、医药生物、计算机、化

工、商业贸易和电子行业的两融标的股

合计获得超过20亿元的净买入额。 相

对而言，建筑材料、休闲服务和轻工制

造行业的净买入额较低。

情绪提升 反弹待考

尽管两融余额连续强势增长，但多

数市场人士认为，并不能因此判断行情

将会乐观演进，这一市场的伴随指标而

非先行指标更多显示的是投资情绪的

向好。

申万宏源钱启敏认为，两融余额连

续反弹主要是融资客追短线反弹所致，

并不意味着两融下降趋势的结束，也不

意味着探底已经结束。如果市场再度下

跌而两融余额不降，才能说明市场整体

稳住了。

西部证券黄铮表示，二级市场决定

两融余额变化。这几天两融余额增长是

跟随市场活跃度而提升，后续要看行情

的持续性。（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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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出口增速有望回升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海关总署13日发布数据显示， 前三

季度我国进出口总值17.87万亿元， 同比

下降7.9%。 其中，出口10.24万亿元，同比

下降1.8%； 进口7.63万亿元， 同比下降

15.1% ； 贸易顺差 2.61万亿元， 扩大

82.1%。 9月进出口总值22241亿元，同比

下降8.8%。 其中，出口同比下降1.1%，进

口同比下降17.7%。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表示，三

季度各月出口降幅逐月收窄， 促进外贸稳

定增长的政策效果正逐渐显现。 如果全球

没有重大的政治经济突发事件，预计四季度

外贸进出口总体情况比三季度要好，出口增

速有望回升，进口量降幅将有可能收窄。

出口降幅逐月收窄

海关统计显示，第三季度出口增速继

续回落，但各月出口降幅逐月收窄。 一季

度出口增长4.8%，二季度、三季度出口分

别下降3%和5.6%， 但三季度各月出口降

幅逐月收窄，7月、8月、9月降幅分别为

9.5%、6.1%和1.1%。

黄颂平表示，目前，政策措施的效果

在逐渐显现。 同时，下半年很多外贸企业

积极履行合同协议，交货也比较集中。 因

此，反映在数据上是出口逐月收窄的。

海关最新调查也表明出口正呈好转

趋势。 9月份，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

34， 与8月持平， 结束了6个月的下滑走

势。黄颂平表示，尽管如此，也要看到当前

我国外贸发展中依然存在一些困难。 例

如，前三季度，我国与欧盟、日本双边贸易

分别下降7.9%和11%，外商投资企业、国

有企业进出口分别下降6.3%和13%，加

工贸易进出口下降10.5%。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刘涛表示，9

月出口改善主要得益于两方面因素，一是

美国、欧盟、东盟及印度等复苏或增长态

势较好；二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高端装

备技术“走出去”效果开始显现。

刘涛认为， 当前出口只是阶段性改

善，未来回升态势有待观察。 一是四季度

及明年全球经济复苏前景将进一步复杂

化， 增加了中国出口前景的不确定性；二

是国内出口增长动力仍显不足，政策效果

发挥尚需时日。

贸易价格条件明显改善

根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我国部分

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增长。 尤其是原油、

大豆等大宗商品进口量增幅较大。数据显

示， 前三季度原油进口2.49亿吨， 增长

8.8%；成品油2319万吨，增长4.7%；大豆

5965万吨，增长13.1%。同期，我国进口价

格总体下跌11.6%。 其中，铁矿砂、原油、

成品油、大豆、煤炭和铜等大宗商品价格

跌幅均较深。 黄颂平表示，今年以来我国

进口值降幅持续加深，主要还是受国际市

场价格下跌因素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部分大宗商品

进口量增价跌， 但贸易价格条件明显改

善。 （下转A02版）

A03�焦点

停牌“钉子户”还要市场等待多久

近期，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频出意外，遭遇终止“点刹”的不在少

数，仅国庆长假后就有多家上市公司公告终止重大资产重组。此外，部分

公告重大事项方案的上市公司“无奈”面临补跌行情。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截至10月13日，两市约109家在二季度停

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等事项的上市公司未复牌，而7、8月间停牌的上市

公司仍有约188家未复牌。 这部分在市场下跌前高位停牌推动资本运

作，以及下跌后停牌避险或资本运作的上市公司仍面临很大压力。 市场

人士认为，若市场未能及时确定企稳回升的走势，这部分停牌公司仍将

是风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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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三大因素恐拖累美股后市

近期美国股市持续反弹，不过分析师仍对后市看法谨慎。 高盛最新报告认

为，令人失望的企业业绩表现、美联储临近加息及11月可能再次出现的联邦政

府债务问题都给市场上涨带来阻碍。

9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再创新高

9月国内汽车销量结束连续5个月的同比下跌，增长2.1%。 新能源汽车继8

月取得超出市场预期的表现后，9月产销分别增长2.1倍和2.2倍， 再创单月历

史新高。

市场延续反弹

私募转向积极

反弹波折前行

个股洗牌开启

期指缩量调整

不改反弹趋势

A11�货币债券

债市加速上涨 需居安思危

在流动性回归宽裕、资产配置荒难解的背景下，近期债券市场再掀

升势，长债收益率屡创本轮牛市新低。 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经济增长偏

弱、货币政策宽松，加上汇率趋稳推动流动性风险下降，债券市场利率风

险有限，在大类资产中仍受到相对青睐。 后期如果经济更差、货币更松，

债券利率水平仍有继续向下空间。 但需要指出的是，债券绝对收益率已

低、股债相对价值修复，股市回暖可能造成的扰动需提前防范，而信用债

市场局部过热的现象也需警惕，债市投资者需居安思危。

A12�衍生品/期货

油价暴跌运费升 中国择机大布局

在中国港口，油轮似乎异常忙碌。 油轮阻塞导致10月单日运费暴涨

至10万美元上方，这在全球经济衰退以来十分罕见。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样的结果，要从去年中国趁油价下跌时在原油

市场大手笔扫货说起。 超级油轮大塞车，可见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石油

进口国仍在大肆购买石油。 “油价的持续低迷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买家，

受港口库存受限的影响，油轮基本上只能排队卸货。 ”

9月多家房企销售报喜

回暖态势有望延续

万科、保利地产、招商地产、首开股份等房企公布9月销售数据，其

中仅招商地产9月签约销售面积同比出现下滑，其余公司9月及前9月数

据同比均实现增长。中国指数研究院分析指出，在政策刺激下，房地产市

场量价出现明显反弹，房地产市场回暖趋势有望延续。

A09�公司新闻

A02�财经要闻

发改委批复六条铁路项目

总投资逾2700亿元

国家发改委13日公布六条新批复的铁路建设项目， 总投资额达

2744.73亿元。 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共批复72个基建项目，总投资额

已达到1.7万亿元，仅9月至今，就批复了30个项目。这意味着，政府主导

的基建项目投资正成为新一轮稳增长战略的先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