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

货币债券

利率债调整压力暂缓

� � � �市场人士认为， 仅靠

CPI

超预期回落可能不足以推动债券市场

利率中枢下行，但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经济复苏所带来的收益率曲

线熊市增陡压力，近期利率市场或延续年初以来的“无趋势”行情。

市场

■

今日报道 Today's� news

IPO

财务核查

今

日

关

注

●

介绍上市短期难实现 新三板分流作用有限

●

建立财报日常“体检”机制

●

IPO“大考”倒计时 全员备战自查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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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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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路演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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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6 日09:30—11:00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网上业绩说明会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中证面对面

时间：今日 16:20-17:20

嘉宾：

深圳柏坊资产首席经济师 夏立传

圆融方德投资高级研究员 尹国红

弱复苏前景施压 A 股

能否继续“二次反攻”

� � � �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５

日

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

议中心发表题为 《永远做

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

重要演讲。习近平表示，中

国将继续扩大同非洲的投

融资合作，落实好

３

年内向

非洲提供

２００

亿美元贷款

额度的承诺，实施好“非洲

跨国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同非

洲国家在农业、 制造业等

领域的互利合作， 帮助非

洲国家把资源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 实现自主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

图为习近平抵达达

累斯萨拉姆尼雷尔国际

机场。 坦桑尼亚总统基奎

特和夫人到机场迎接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李克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张高丽表示中国将为扩大中美经贸合作提供新机遇

图片新闻

中国向俄罗斯采购24架战机 将合作建造4艘潜艇

A02�财经要闻

首个楼市调控地方细则亮相 广东剑指严格限购

严格执行出售自有住房个税征收规定 建立

90

平方米以下普通商品房项目审批快速通道

□

本报记者 黎宇文

在国务院“新国五条”细则出台后，广

东率先出台首个地方版细则。 广东省政府

网站

25

日发布的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

场调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广州、深圳市要

根据近年房价走势情况， 按照保持房价基

本稳定的原则， 合理确定

2013

年度新建商

品住房（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控制目标，

于

2013

年

3

月底前报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监

察厅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广州、深圳、珠

海、佛山市要继续严格执行住房限购政策，

原出台的住房限购政策与国务院文件要求

不符的，应立即作出调整。

中原地产项目部总经理黄韬表示，广

州房价调控目标有可能同

GDP

增长挂钩，

会相对温和。

对公众最为关注的二手房

２０％

交易所

得税，通知称，房价过快上涨的地区要及时

采取住房限购等稳定房价的政策措施，严

格执行国办发〔

2013

〕

17

号文关于出售自有

住房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规定。

通知称，要严格执行《广东省商品房预

售管理条例》 中有关商品房预售许可管理

的规定， 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高商品房

预售门槛。 各地要建立健全预售资金监管

制度，严格预售资金监管。（下转A02版）

延伸阅读

“新国五条”地方细则

将密集亮相

A02

首批年报出炉

多数基金预判经济弱复苏

□

本报记者 曹淑彦

博时、大成、富国、长盛等基

金公司率先披露旗下基金

2012

年

年报。许多基金预计，

2013

年经济

弱复苏概率较大， 通胀上行成为

基金重点关注风险因素之一。

从已披露年报看，多只基金

去年支付销售机构的客户维护

费即尾随佣金， 出现同比下降。

例如，博时主题基金去年支付销

售机构的客户维护费同比下降

11%

，大成创新、东吴双动力分

别减少

24%

和

17%

。 去年基金投

资者结构发生变化，多只基金机

构投资者持有份额占比呈不同

程度下滑。 例如，富国天丰截至

2012

年底机构投资者份额占比

为

50%

，较

2011

年底下降

13

个百

分点。

对

2013

年， 基金预计全年经

济弱复苏概率较大，通胀上行成为

其重点关注风险因素之一。基金对

今年全年投资持乐观态度，具有安

全边际的成长股、具有估值优势的

蓝筹股成为其选股重点。

博时主题表示，

2013

年中国

经济弱复苏是大概率事件。非金

融企业上市公司利润最迟在二

季度将实现同比正增长。在不实

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情况下，

通胀表现将相对温和。

大成创新认为，

2013

年经济

复苏强度不可预期过高，今年需

要关注的主要风险来自通胀可

能超预期上行。 首先，国内自去

年年中以来形成的低通胀环境

并不稳定，生活必需品、房价、社

会融资量等因素都可能驱动通

胀预期再度上升。 其次，欧美发

达国家经济情况可能会好于去

年，但如果更多国家采取量化宽

松政策以促进经济复苏，这种外

围的货币环境对国内维持稳定

的通胀预期是不利的。 从短期

看， 经济周期已进入复苏阶段，

但制造业长期去产能过程并未

结束，整体复苏过程将比较曲折

和复杂。 大成创新预计，

2013

年

A

股市场主要是阶段性投资机

会， 将继续控制股票仓位水平，

继续持有和买入具有安全边际

的成长股，逢低买入具有估值优

势的蓝筹股。

人民币升值步伐或将放缓

□

本报记者 任晓

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兑

美元即期汇率

25

日开盘再创汇

改以来新高， 中间价距年内高

点仅差

1

基点。人民币持续走强

与最近美元调整有关， 但从长

期看，受美国经济复苏、美元走

强及国内经济复苏趋缓等因素

影响，人民币升值步伐或趋缓，

双向波动将进一步加大。

美国经济复苏和美元走

强，是拉动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趋缓首要作用力。 自

2

月以来，

美元指数开始新一轮反弹，本

轮反弹幅度已超过

4%

。美元指

数反弹背后是美国经济复苏

态势逐步确立，长期资本回报

率提升吸引资本回流美国。 当

前多项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复

苏乐观前景。 房地产市场表现

强于预期，美国近一半的主要

房地产市场都出现价格上涨。

美国油气产量增速惊人。 从

2008

年至

2012

年，美国石油产

量增加近

20%

。有机构预测，到

2020

年，美国石油日产量将再

增加

300

万桶并达到新高。 未

来

5

年内， 仅石油增产一项就

可能会为年度

GDP

增幅贡献

逾

1

个百分点。 美国银行业体

系复苏速度超预期，资本和流

动性已重新恢复到几十年未

见的水平。 抵押贷款遗留问题

在减少，当前美国企业部门现

金流更是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工

业贸易体系相比，美国此轮经

济复苏选择的路径———逐步

降低对进口能源的依赖、推行服

务可贸易战略等———使其对弱

势美元依赖大大减轻，市场已在

讨论美联储何时退出量化宽松

政策，本轮美国经济复苏与美元

走强并行，带给我国的是资本流

入逐步减缓以及汇率相对美元

之外货币的被动升值。

在欧日方面，塞浦路斯“存

款税” 风波反映南欧国家普遍

存在的共性矛盾仍未解决、日

本在安倍晋三上台后继续推行

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均导致欧

元、 日元近期贬值和人民币被

动升值， 推动人民币实际有效

汇率连续

5

个月再创新高，对我

国出口带来实质性负面影响。

从国内看，前期人民币快

速升值主要受经济回暖预期

支撑。 但此后经济复苏步伐将

趋于平稳，对人民币汇率支撑

力度将减弱。

数据显示，当前经济处于

弱复苏阶段：前两月进口同比

仅增长

5%

， 其中

2

月进口同比

下降

15.2%

，创

13

个月新低，印

证当前国内需求偏弱；投资增

速存在很大不确定性；消费零

售总额下滑对经济影响有待

进一步观察。

今年以来， 全球量化宽松

政策和国内经济回升带来的通

胀压力逐渐显现，人民币升值引

发资金加速进入国内，也助涨房

价上升势头。

1

月外汇占款已创

出

6800

多亿人民币的天量。

2

月

外汇占款可能仍比较高，仅贸易

顺差和

FDI

增长已超过

200

亿美

元， 预计

2

月外汇占款增长或在

1500-2000

亿元人民币左右。 这

一趋势如果延续，将不利于国内

流动性调控。 因此，考虑到国内

宏观调控要求，人民币升值步伐

应适度放缓。美元进入较为强势

区间，人民币在未来一个阶段可

能重新面临各种压力，目前是进

一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的较

好时机，应加大双向波动，进一

步加快汇率改革。

■

今日视点 Comment

证监会

将进一步推进监管信息公开

A02

财经要闻

公司

A10

产经新闻

中铁总公司巨额负债没有“救世主”

� � �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铁路总公司不能“躺在财政的身上”，必须

主要靠自身努力来化解之前累积的巨额铁路债务风险，除人们常说

的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外，应通过盘活铁路资产、提高盈利能力等

逐步化解巨额债务。

多家银行有意控制

房地产开发贷

A02

A09

公司新闻

天然气涨价

唱响价改前奏

A07

公司新闻

大股东“裸退”频发

上市公司暗藏“裸奔”隐忧

A14

数据信息

23只A股税前分红率

超1年期定存

� � �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

２５

日在中南海会见美国前国

防部长、科恩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威廉·科恩时表示，

中国将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切实保护好生态环

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这

将为扩大中美经贸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国欢迎并鼓励

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并将努力为中外各

类企业营造平等竞争的环境。 图为张高丽会见科恩。

新华社图文

� � �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２５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李克强说，进入新世纪，国际形势

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新的国际力

量均衡正在构筑，各方唯有协商才能增进共识，唯有合

作才能实现共赢与和平。 经过

４０

多年的发展，今天的中

美利益交融、合作广度深度以及对全球的影响都前所未

有。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发展不同于历史以往的新型大

国关系，让两国人民共享更多合作成果，并为维护世界

和平发挥应有作用。 图为李克强会见基辛格。

习近平：落实好三年内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贷款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