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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财经

智能手表集中上市

IT巨头鏖战可穿戴市场

� � � �苹果将于本周二召开新品发布会，除了普遍预期的iPhone� 6

外， 市场预计智能手表i-Watch也将同步亮相。 就在iWatch上市

前，其它多家IT巨头日前集中发布智能手表产品，可穿戴设备领域

掀起一波新品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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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视点 Comment

情绪波动难改“金九”成色

□本报记者 龙跃

进入

9

月，“二次上攻” 行情不经意间

喷薄而出。在基本面变动不是十分剧烈的

情况下，资金情绪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行

情高度和持续性。 目前，改革预期继续升

温， 海外资金对我国股市仍青睐有加，经

济复苏尚未进入“证伪”阶段。 因此，尽管

当前亢奋的资金情绪隐含波动风险， 但

9

月股市维持强势格局概率仍很大。

经过

7

月逼空上涨，

8

月整体市场震荡

态势未令投资者感到过度忧虑，行情“二

次上攻”预期始终存在。 只是当“二次上

攻”行情来临时，强劲走势确实出乎很多

投资者预料。

一方面，经济复苏脚步没有跟上行情

脚步， 市场热点似乎不像

7

月那样具有强

大号召力，板块间轮动速度很快，令投资

者感觉很难把握本轮上涨节奏； 另一方

面，在

9

月行情中多头发力猛烈，近期两市

量能持续维持在

3800-4000

亿元的水平，

投资者对突然释放的多头量能能够持续

感到一丝担忧。

探讨强势格局能否维持，需首先关注

本轮市场上涨的本质推动力是什么。整体

而言， 自

7

月份启动的本轮上涨行情的主

要触发因素有三：一是国企改革等政策预

期，二是沪港通等引发的海外资金抄底猜

测，三是经济复苏预期。不过，上述三个因

素对股市直接作用似乎有限。改革是个长

期命题，短期效应未必明显；海外资金进

入

A

股热情再大，其规模相对本土资金仍

相对较小； 经济复苏在结构转型大背景

下，本就不是个强刺激因素。

由此看来，股市上涨本质原因不在于

上述三个因素给市场带来多大的直接推

动力，而更在于其令资金的乐观情绪明显

升温。 或者说，相关因素提升整体市场风

险偏好水平。这一判断也得到了开户数据

的佐证。据相关统计显示，前

7

个月沪深股

市增加

1128

个过亿元资产账户， 其中仅

6-7

月就增加

638

个过亿账户。 上述数据

表明，

6-7

月间， 资金乐观情绪确实出现

了一次质的飞越。

因此， 判断后期行情走势的关键之

一，是把握住资金情绪变动方向。 从短期

看，国企改革、区域振兴、行业支持等政策

仍在不断兑现，政策预期对市场的支撑出

现进一步强化。 沪港通即将启动，深港通

预期明显提升， 加之欧央行降息等举措，

海外资金进入

A

股虽然节奏经常变化，但

方向仍确定。经济复苏预期虽已发生明显

变化，但在部分地区对楼市限购松绑背景

下，通过房地产“金九银十”销售数据“证

伪”经济的时点势必也需要延后。 在本轮

支撑资金乐观情绪的三大力量中，有两个

仍然强劲，另一个短期也未逆转，这意味

着

9

月行情保持强势格局的概率很大。

更前瞻地看， 由于改革政策预期的长

期有效性， 以及市场修复过低估值能力明

显恢复，

A

股风险偏好已在今年发生趋势性

向上逆转，将极大保证中期强势格局确立。

当然， 当情绪阶段性主导市场运行

时，剧烈波动难以避免。 近期大盘持续堆

量、拒绝回调，以及绩差股大面积无理由

上涨都表明，短期市场情绪已处于比较亢

奋的状态，在新的强力刺激因素有限的情

况下， 乐观情绪面临随时波动的风险，将

对应二级市场宽幅波动概率的加大。 因

此， 在以乐观心态面对

9

月乃至更长一段

时间行情的同时，短期交易策略上要注意

把握张弛有度原则。

中秋沪深楼市成交量温和回升

� � � �中秋节小长假期间，北京、上海楼市成交量较

端午节假期有所回升，但与去年中秋假期相比，成

交量下跌仍较明显。 中介机构预计，预计9月一线

城市楼市成交量将继续温和回升。

A02

恒大粮油“搅局”农产品市场

� � � �从早年的“丁磊猪”到近期的“恒大油” ，随着

越来越多的异域资本闯入农业江湖，消费者有望吃

到更多健康、安全、绿色的食品，但能否迅速打破原

有的秩序，颠覆传统农业的玩法，进而改变农业经

营的生态？ 也许时间才是最好的答案。

A05

A02

财经要闻

8月贸易顺差扩大77.8%

� � � � 海关总署8日公布，8月我国进

出口总值3670.9亿美元，同比增长

4%。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9.4%；进

口同比下降2.4%；贸易顺差498.3

亿美元，扩大77.8%。

A02

财经要闻

深交所优化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 � � �深交所日前公布修订后的《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对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全面优

化升级。

A10

公司新闻

阿里巴巴

在美IPO开始路演

� � � � 9月8日， 阿里巴巴开始全球路

演，以纽约为首站，预期18日定价，

19日挂牌。 阿里巴巴组建了由银行

家和高管组成的两个团队。两支队伍

都包含了承销商以及公司的代表。

A10

公司新闻

多部委共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化

� � � �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在新能源汽车市场化的关键节点，多部

委将分别采用多种形式，共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市场化进程。 其中科

技部正在抓紧制定“十三五”电动汽车科技发展战略规划。 发改委

人士则表示将针对目前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包括 “前置审

批” 在内的诸多问题进行改革。 业内预计，随着相关部门的合力推

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从此前“政策轨”切换到“市场轨” 的脚步

或将提速。

■“微刺激”政策落地情况追踪报道之二

部分行业税负不降反升

营改增亟需抵扣实操指引

□本报记者 赵静扬

“营改增本身只是个字眼，如何实施营改增的细则才是对市场影响比较大的方面。细则实施不好，减税很

可能变成增税。 ” 这是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从目前已完成营改增部分行业情况看，实现结构性减税的目的是明确的。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诸如抵扣

项开票等问题，具体到执行层面仍面临诸多困难，需进一步完善政策。对下一步纳入试点的行业，专家认为，准

确界定征收范围和抵扣项的重要性甚至超过税率。 对地方政府而言，在营改增后，财政收入减少、税收额难定

等可能也将成为地方推动营改增的“难言之隐” 。

实操：抵扣不足税负升

目前，营改增已在交通运输、融资租赁、电信业、邮政业等领域完成改革。《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指出，将继续推进营改增试点，抓紧研究生活服务业、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等行业的营改增

试点方案。

从已完成营改增行业看，税收计算具体实施细则有待完善，成为制约营改增效果显现的一大瓶颈。以较早完

成改革的融资租赁行业为例，租赁业工作委员会会长、恒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思明说，售后回租业

务（即将自制或外购的资产出售，然后向买方租回使用，是融资租赁业务的一种形式。）因为没有实际交付、在租

赁结束后所有权回到承租人手上，所以售的环节不涉及增值税和营业税，也不用开增值税发票。 在营改增之后，

售的环节需开增值税发票作为租的环节在缴纳增值税时的抵扣证明。 但在实际操作中，售的环节不用交税却需

开增值税发票这一点比较难做到，因此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增值税发票怎么开仍需税务总局做出统一规定。

由于小纳税人不涉及抵扣，因此不受抵扣项界定和实际操作的影响。但对一般纳税人而言，哪些可以纳入

抵扣税项，将直接影响税负变化。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从目前已完成营改增的行业看，部分行业和

企业确实出现税负不降反升的情况，对企业盈利状况产生影响。（下转A02版）

A03

焦点

唤醒沉睡资金 加强预算管理 重构地方税种

各界期待财税改革“三箭齐发”

� � � �财税改革成为眼下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并引发热烈讨论的话题。

日前，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唤醒沉睡资金，提

高结转结余资金使用效率是当前财税改革的重中之重。 同时，修订

后的预算法将成为财税改革的突破口， 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大方

向。 总体看，唤醒沉睡资金、加强预算管理、重构地方税体系有望成

为财税改革的三大着力点，为更深层次的改革扫除障碍。

A11

市场新闻

强势格局延续尚需“空中加油”

� � � �沪深两市大盘近期强势上攻，不断刷新新高水平，期间量能也

持续放大，投资者的高涨情绪成为市场重回强势的直接推手。 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连续的逼空行情对资金消耗较大，市场想要继续向

上拓展空间尚需“空中加油” 。且短期震荡蓄势洗掉不坚定的筹码，

反而有利于后市行情的演绎。预计沪深两市大盘将步入震荡蓄势阶

段，“空中加油”后市场有望继续走强。

2014年1月至7月增值税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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