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圩：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补贴今年将延续

补贴总额会增加 节油标准将提高

□

本报记者 顾鑫

工信部部长苗圩近日在

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采

访时透露，国家对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补贴政策今年将延续，

补贴总额会增加，但节油标准

会提高。苗圩未透露节能与新

能源汽车补贴延续政策具体

出台时间， 业内人士预计会

在上半年出台， 最快两会后

出台。

苗圩说， 为顺应当前能

源和环境形势， 节能与新能

源汽车补贴延续政策会做出

一些必要调整， 比如节能将

根据不同节油量制定补贴额

度，节油率划分为

16

个档次，

越节油车型补贴额度越大，

节油标准比现有政策有关内

容更为严格。

业内人士认为，新能源汽

车推广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因而补贴政策存在延续必要。

此前，混合动力车被列入节能

汽车， 仅享受

3000

元补贴，但

分级补贴后，补贴额度有望大

幅提升。

卡尔·伊坎 “企业狙击手”

� � � �从震动市场的戴尔私有化， 到沸沸扬扬的康宝莱多空大战，卡

尔·伊坎

(Carl Icahn)

的名字近期屡屡见诸报端。 这位以敏锐嗅觉和

闪电般速度著称的资深投资人，已在华尔街驰骋逾半个世纪。 通过

杠杆收购等手段，过去数十年间他成功“猎食”数十家知名企业。 在

2013

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榜榜单上，他以

200

亿美元身家位居第

26

位。

二季度A股或震荡

� � � �本周海外股市喜报频传，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创历史新

高，

A

股却依然故我，持续弱势。 目前的调整是上升途中的一次休息

还是反弹行情进入尾声？二季度市场行情将如何演绎？ 本期财经圆

桌邀请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安信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

程定华和第一创业证券创金资产投资研究部总监刘树祥三位嘉宾，

就此展开讨论。

陈新：欧洲经济今年会企稳

� � �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经济室主任陈新表示，今年欧洲经济将

在衰退中企稳。明年有望实现弱增长。 由于当前欧洲经济复苏面临

着结构调整的挑战，克服这一挑战需要较长时间。

IPO重启疑云

� � � �

IPO

企业财务核查 “大

限”牵动着资本市场神经。

去年

12

月以来，股市重拾

升势，

IPO

暂停是助推器之

一。 然而，

IPO

终归要回来，春

风和煦的

3

月过半， 此刻投资

者最关心的莫过于重启

IPO

的时间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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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

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

范长龙、许其亮为军委副主席

周强当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曹建明当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

新华社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15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五次

全体会议。会议经过投票表决，决

定李克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

大会执行主席、 主席团常务

主席严隽琪主持会议。

今天的会议应出席代表

2986

人，出席

2957

人，缺席

29

人，出席

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这次会议的议程是： 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的提

名， 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总理的人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的

提名， 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委员的人选；

选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选举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会议宣读了习近平关于国务

院总理人选的提名信和关于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委员人选的提名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习近平提名

李克强为国务院总理人选； 提名

范长龙、 许其亮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人选，

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

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员人选。 这两个人选名单经各

代表团酝酿后， 大会主席团会议

决定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人选，

主席团提名后， 各代表团进行了

酝酿协商。根据多数代表的意见，

主席团会议确定了正式候选人名

单，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选举。

9

时

10

分，总监票人、监票人

检查电子票箱和电子计票系统

后，工作人员开始分发选票。每位

代表拿到

４

张颜色不同的选票。

根据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

会议选举和决定任命的办法，决

定国务院总理人选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委员人选用表决票，选举最高人

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用选举票。 对表决票上的人

选，代表可以表示赞成、反对、弃

权，不能另提人选。 对选举票上

的候选人， 代表可以表示赞成、

反对、弃权；表示反对的，可以另

选他人；表示弃权的，不能另选

他人。

经过写票、投票、计票，

10

时

28

分，工作人员开始宣读表决、选

举计票结果。

严隽琪宣布：

李克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总理。

范长龙、 许其亮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常万全、房峰辉、张阳、赵克石、张

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

委员。

周强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

院长。

曹建明当选为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

表决、选举结果宣布后，全场

响起热烈的掌声。

如潮的掌声中， 国家主席习

近平和李克强亲切握手。 任期届

满的温家宝和李克强亲切握手，

相互致意。

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一

号主席令，根据大会决定，任命

李克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总理。

大会执行主席王君、王珉、艾

力更·依明巴海、吉炳轩、李鸿忠、

肖怀远、 姜异康在主席台执行主

席席就座。

习近平同

李克 强亲 切

握手。

新华社记者

马占成 摄

刚需或迎房价“小谷底”

� � � �二手房交易个税新政即将执行， 这意味着二手房交易成本提

高，购房者负担无疑将增加。 同时，近期部分二手房业主因急于出

手而降低报价，价格“小谷底”隐现。 在楼市调控细则悬而未决之

时，越来越多的购房者面临两难选择：买，还是不买？

地产中介急谋转行

□

本报记者 万晶

“这个月底， 我就要跳槽

去卖新房了。 ”在中国证券报

记者见到二手房中介机构业

务员戴晓乐（化名）时，他的新

工作已联系得差不多了。

经历

3

月初的 “最后疯

狂”， 上海二手房市场渐渐开

始淡下来。 眼下，戴晓乐的工

作重点是抓紧时间为已签约

的客户办好手续，不再四处奔

波带客户看房。 “该买房的已

抓紧买了， 想卖房的也卖了。

预计地方执行 ‘新国五条’细

则的相关政策很快出台，买卖

双方可能都会按兵不动。 ”戴

晓乐表示，

10

日以后， 他所在

的门店买家来访量迅速下滑。

在戴晓乐看来，二手房中

介机构寒冬就要到来。 个人所

得税从严征收，会使二手房市

场出现比过去两年更低迷的

成交。 “很可能未来三个月都

难有签单，拿不到业绩提成。 ”

戴晓乐表示，预计很多买家都

会涌向新房市场。

不仅是业务员转行卖新

房，一些二手房中介机构也开

始开拓新房代理业务。 上海一

家有十几个门店的二手房中

介机构的负责人表示，他们也

开始与一些中小开发商接触，

希望能代理销售一些新楼盘。

不过，由于竞争激烈，新房代

理业务基本被一些大型中介

机构垄断了。

业内人士分析，近期出台

的“新国五条”细则会增加二

手房交易成本，部分购房者可

能转向新房市场，推动新房交

易量上升。 短期内新房市场可

能进入“小阳春”，

15

日南京的

一个正准备开盘的项目因排

队人数众多、时间长，出现混

乱场面。 刚开幕的上海房展会

一改多年来免费参观的传统，

参观者须购票才能入场。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售楼

处获悉，位于闵行区的某楼盘

9

日加推

150

套房源 ， 均价

16000

元

/

平方米，主力户型为

94

平方米的两居，开盘便基本

售完。 位于浦东新区的某楼盘

开盘

18000

元

/

平方米， 推出

200

套房源， 开盘当天售出超

八成。

二手房交易退潮带来的

是新房市场的热闹。 据上海住

房管理部门统计，上周（

3

月

4

日至

11

日）上海市商品住宅成

交面积为

31.20

万平方米，环比

此前一周上涨

20.7%

， 上海市

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突破

30

万

平方米大关，创造最近

36

周最

高成交纪录。

1

月

1

日至

3

月

10

日，北京新建纯商品住宅（不

含保障房）网签

18171

套，同比

上升

244.5%

， 创近

9

年来最火

热开局，这其中不少购房者就

是从二手房市场分流出来的。

对新房市场后续行情，有

21

世纪不动产分析师认为，众

多开盘项目有望在

3

月跑量，

加之目前正处于新政出台期

间，预计新房价格大幅上涨可

能性不大。 若

3

月和

4

月新房成

交能持续保持高位，

5

月新房

价格或出现较明显变化。

一家上市房企董秘表示，

此次调控从长期看能稳定房

地产市场预期，但在短期内对

新房市场反而有刺激作用，开

发商若能抓住机遇加快销售，

能促进全年销售业绩提升。 此

次调控还给予开发商低位拿

地机会，为未来几年发展打下

较好基础。

■

感性财经 Feature

尹蔚民：养老保险基金势必要进行投资

希望在不太长时间内能出台相关政策方案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

长尹蔚民

15

日在接受中国证券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关部门一

直都在认真研究养老保险基金

投资运营问题。从应对人口老龄

化趋势和确保养老保险基金长

期安全稳定运行角度看，养老保

险基金势必要进行投资。 目前，

社会保险法和社会保障 “十二

五” 规划都做了原则性规定，人

社部正在认真研究。 他表示，希

望在不太长时间内能出台相关

政策方案。

此前，全国政协委员、人社

部副部长胡晓义表示，随着老龄

化程度提高，养老保险基金压力

会越来越大。因此从现在开始就

要着手解决，采取措施延缓缺口

出现， 甚至弥补上这个缺口，平

稳度过风险期。

文化整合迈出关键一步 期待配套政策出炉

龚曙光：文化体制改革深化推动全媒体发展

推动证券行业创新发展

证监会拟允许券商开展资产托管业务

□

本报记者 毛建宇

为推动证券行业创新发展，

拓展证券公司托管基础功能，证

监会

15

日发布《证券公司资产托

管业务试行规定 （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试

行规定拟允许符合最近

1

个会计

年度的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

亿

元，风险控制指标持续符合有关

规定等条件的证券公司，开展资

产托管业务。

根据试行规定，证券公司开

展资产托管业务，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 具有良好的法人治理结

构，完备的合规管理、内部控制

和风险管理制度； 最近

1

个会计

年度的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

亿

元，风险控制指标持续符合有关

规定； 设有专门的资产托管部

门， 并与其他业务部门保持独

立，具有相关业务经验的证券从

业人员不少于

5

人； 具有独立开

展资产托管业务的完备、 安全、

高效的信息技术系统；最近三年

无重大违法违规记录；中国证监

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试行规定明确，证券公司申

请资产托管业务资格，应当向中

国证监会提交下列材料，同时抄

送公司住所地中国证监会派出

机构：申请书、业务实施方案、资

产托管业务制度、开展资产托管

业务的合规性审查报告、中国证

监会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试行规定称， 证券公司开

展资产托管业务， 可以为客户

提供下列托管服务： 保管客户

资产； 开立和管理资产托管账

户； 资产持有人名册登记和权

益登记；执行投资指令，办理清

算、交割；监督投资运作；代为

收取、 派发资产权益； 资产估

值、净值复核和会计核算；办理

与资产托管活动相关的信息披

露事宜；出具资产托管报告；保

管资产托管业务档案资料；法

律、 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

规定或者资产托管协议约定的

其他事项。

券商设立分支机构

不受数量和区域限制

A03

财经要闻

A03

财经要闻

券商获准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

非银行金融机构

获准开展基金托管业务

A03

财经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