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创业板新股10日上市

深交所公告，四只创业板新股定于9月10日

上市。其中，腾信股份证券代码为“300392” ，菲

利华证券代码为“300395” ，迪瑞医疗证券代码

为 “300396” ， 天 和 防 务 证 券 代 码 为

“300397” 。（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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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沪深楼市成交量温和回升

□本报记者 万晶 姚轩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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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端午节有所回暖

北京中秋节小长假前两天 （9月6日、7日）

的成交量恰好与端午节小长假（5月31日、6月1

日、6月2日）3天的整体成交量相当。据中原地产

数据统计，9月6日，北京市住宅新房成交总套数

152套，成交面积为16693平方米；二手房成交31

套，成交面积3213平方米。 9月7日，新建住宅合

计签约185套，二手房签约26套。 这两天北京新

建住宅合计签约337套，二手房签约57套，住宅

签约合计394套。 今年端午节小长假期间，北京

新建住宅签约254套，二手房住宅签约140套，合

计394套。 不过，与2013年的中秋小长假前两天

679套的成交量相比，今年中秋节成交量的下跌

仍非常明显。

9月6日， 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位于通州板

块的“朝北8080” 商住项目。当天开盘的是3号、

8号和12号的7层板楼，户型面积为33-107平方

米，69万元起售，精装修，现场仅2个多小时就售

罄。 9月初以来，入市的项目包括东五环外东坝

区域的首开香溪郡、 北五环外来广营区域的臻

园等，去化都在80%以上。

中秋节小长假前两天，上海楼市呈现与北京

类似的情形， 成交较上半年平均水平已好转，但

与去年同期相比回落明显。中介机构监测的数据

显示，9月6日，上海住宅新房成交237套，9月7日

成交136套， 成交均价在25000元/平方米以上，

与今年端午节小长假相比，成交量有所回升。 端

午节的三天假期中，上海住宅新房成交量分别为

254套，85套与56套。 不过，去年中秋节的三天假

期中，上海住宅新房成交量分别达228套、246套

和289套。 与之相比，目前楼市尚未明显复苏。

成交量或继续回升

8月份以来，开发商入市意愿强烈，金丰易

居&佑威联合研究中心数据显示，8月25日至31

日的一周内， 上海新房供应面积达37.79万平方

米，环比上升280.56%。进入9月后，上海将有275

个楼盘优惠促销， 一些楼盘还未开盘就表示将

推出优惠措施。

中原集团研究中心近期对全国24个主要城

市楼市进行了深度调研，预计9月项目将集中入

市，迎来今年的供应高峰。 在当前库存量攀升、

房企业绩压力持续、需求尚未反弹的大环境下，

新盘低价入市将更为普遍。

中原地产预计，9月各地楼市成交量将有明

显回升，升幅约在10%-20%之间。限购并未松动

的一线城市后市也较乐观， 预计9月新房成交量

将比前8个月均值上升20%左右， 成为年内成交

量高峰。 但这并不意味着楼市已摆脱低迷状态，

楼市调控政策松动的力度和速度均受到限制，9

月、10月不可能出现爆发式的量价齐涨局面。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目前楼

市虽然比上半年有所升温，但仅是市场表现出

现企稳迹象，“金九银十” 的销售虽然较惨淡

的5-8月会有起色，但今年“金九银十” 可能是

2012年以来最差的一年。 目前市场企稳依然不

稳固且分化严重，尽管出现价格战的可能性越

来越小， 但部分区域依然不排除有项目出现

10%-15%价格调整的可能性。 一线城市库存

虽然继续上升，但去化速度在改善，8月以来入

市的项目平均去化已超过六成，所以可能难以

出现价格战。

二三线城市楼市中秋成交企稳

□本报记者 张敏

中秋节假期，二三线城市楼市成交量企稳。中

原地产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 中秋小长假前两天

（9月6日-7日）， 全国54个城市签约新建住宅合

计7385套。 预计整个小长假期间签约量将达1.1万

套，虽然比去年中秋节小长假成交量下降15%，但

较上半年的小长假成交量水平有所回升。

中秋节小长假期间， 多个二三线城市推出促

销措施， 成为促进楼市销售增长的主要因素。 其

中，降价是最主要的促销手段。恒大在合肥推出的

“恒大帝景” 项目起价降至4800元/平方米，单套

房源总价最高优惠12万元。 当地其余一些项目也

推出了单套总价10万元以下的降价优惠， 相当于

总房款的近10%。烟台高新区的“中海国际社区”

项目以4980元/平方米的价格开盘，显著低于此前

该区域项目开盘价格。 长沙多个楼盘推出4000元

/平方米起的特价房。 分析人士认为，从中秋假期

的市场动向来看， 二三线城市不少项目已难以承

受价格压力，未来房价可能还有继续松动的空间。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6月和7月，全国70

个大中城市的新建商品住宅平均价格连续两月

环比下跌。 中原地产的分析指出，就成交价格而

言，二手房价正在筑底之中，新房价格则呈现城

市间的差异特征， 一线城市因供需关系仍紧张

而难以出现“价格战” ，但存量压力较大的二三

线城市仍有下跌空间。

8月贸易顺差扩大77.8%

□本报记者 倪铭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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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进出口总值27663.9亿美元，同

比增长2.3%。 其中，出口同比增长3.8%；进口同比

增长0.6%；贸易顺差2005.3亿美元，扩大30.3%。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全球经济

继续温和复苏，外需持续回暖。 美国经济增长强

劲，QE将于10月末彻底退出，加息时间或早于预

期。 欧央行降息，预计会进一步推出经济刺激计

划。 中国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双边经贸往来加强，

有助出口增长。 预计出口将保持较快增长，而进

口增速将持续在低位水平。 进口增长受前期高库

存影响较大，由于经济增长动能减弱，企业面临

去库存压力。 大宗商品进口融资风险继续蔓延，

近期发生多起仓单业务违规案件，将影响未来一

段时间的进口贸易。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继续处于

低位，影响进口增速并带来通缩压力。

业内人士：理财产品将综合化网络化国际化

□本报记者 陈莹莹

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7日在出席 “齐鲁峰会

2014” 时表示，随着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不断扩

大，理财产品同质化、投资渠道狭窄等问题愈发凸

显，未来理财产品应趋于综合化、网络化、国际化。

财富管理应细分

山东省省长郭树清此前表示， 要把青岛建设财

富管理中心与经济转型升级紧密结合起来，鼓励发展

创投、风投，在大家自觉承担风险、管理好风险的基础

上，追求更好的投资回报。与全面深化改革紧密结合，

积极寻找财富管理与财政体制、科技体制、分配制度

等改革的结合点。 把财政资金与民间资本结合起来，

尝试通过建立引导基金、种子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

业投资基金，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大力培育私募

市场，发展私募投资基金。发展跨境财富管理，探索设

立跨境投资基金，试点引进国际上知名机构管理省内

投资基金，引进国外基金投资山东企业。

青岛正在加速推进建设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多个传统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旗

舰店”落户青岛。 宜信创始人兼CEO唐宁表示，目前

我国财富管理市场缺乏品质优良的产品，未来应考虑

如何把好产品带给大众富裕阶层的理财投资者。

山东证监局局长冯鹤年表示， 目前银行、证

券、基金、保险、私募基金都在从事财富管理，它们

不应进行同质化经营，而是应有各自的优势，根据

各自特点去发展。 例如，证券公司通过通道业务，

根据客户的风险偏好来量身定制财富管理的计

划，这与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不一样，应该有细分。

宜信财富高级副总裁刘峰表示，理财产品将愈

发趋于综合化、网络化和国际化。 网络化是不可逆

转的趋势，未来很多产品可以直接在网上买。 很多

产品不再只是投资国内市场，而是涉及海外VC、PE

机构。未来财富管理机构都需要在理财产品和服务

方面追求差异化。

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

山东青岛市金融办主任白光昭表示，未来财

富管理要考虑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财富管

理机构应思考如何把居民财富投资和小微企业

的需求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求对接起来。

冯鹤年表示，对于资本市场而言，建设财富管

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主要是大力发展多层次资

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例。 按照新“国九条” 的

要求， 各地的区域市场需要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

体系。山东的齐鲁股权交易中心、蓝海股权交易中

心等都是多层次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投资

者可以根据投资偏好、风险承受能力等，在不同的

市场之间进行投资组合。 同时， 在参与财富管理

时，投资者需要考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监管部

门主要的出发点是如何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

粤财控股董事长梁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粤财信托风控存隐忧

□本报记者 龚小磊 常仙鹤

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近日公布，梁棠因严重

违纪被开除党籍。 经查，梁棠在任广东粤财信托

投资公司总经理兼易方达基金公司董事长，广东

粤财投资控股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期间，违规从

事营利活动获取非法利益，兼职取酬，数额巨大。

掌控粤财控股近十年

广东省纪委官方网站信息称，梁棠上述行为

已构成严重违纪。 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的有关规定，经广东省纪委常委会议审议并

报广东省委批准，给予梁棠开除党籍处分，收缴

其违纪所得；由省监察厅报请省政府批准，给予

梁棠行政撤职处分。

粤财控股是在粤财信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粤财信托是信托业清理整顿后，广东省保留

的唯一一家省级信托投资公司。 2001年，在粤

财信托的基础上，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正式成立，旗下聚集粤财信托、粤财投资、粤财

实业、珠海粤财、香港飞龙等18家全资和控股

企业。

梁棠从2005年开始成为粤财控股的领军人

物。 据粤财控股公司官方网站信息，2005年

-2012年，公司注册资本从16亿元增长至69.48亿

元， 管理资产规模从60亿元增长至2200亿元以

上，净资产从16亿元增长至130亿元，利润从2005

年之前的多年亏损增长至14.06亿元。

2001年易方达基金公司创立时， 梁棠担任该

公司法人代表。 2011年10月， 易方达基金公司宣

布，梁棠转任名誉董事长，原总经理兼副董事长叶

俊英任公司董事长。易方达相关人士表示，自2011

年10月卸任董事长后， 梁棠就不再参与公司的经

营管理工作。

粤财信托多次“触雷”

粤财控股的主要资产来源于粤财信托。 用益

信托网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粤财信托受

托资产规模2294.59亿元， 在68家信托公司中排

名第14位。 但在投资管理能力方面，粤财信托去

年已清算结束的信托项目加权平均实际年化收

益率仅为6.27%，低于8%的全国平均水平。

近年来， 三四线城市房地产业的调整导致信

托业的风险暴露。 粤财信托于3月公布，由于投资

项目暂未清算，旗下“粤财·信保高雅股权投资基

金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暂定延期一年兑付。 该项

目直接和间接投资成都雅驰项目、 成都万家湾项

目和武汉红旗村项目。其中成都雅驰项目、成都万

家湾项目开发进度已达100%，累计销售面积比例

分别为80.5%和94.7%，但武汉红旗村项目开发进

度只有62.46%，累计销售面积比例仅为29.9%。

在私募基金信托方面，粤财信托也出现风控

管理问题。 4月，2013年私募冠军黄平掌管的“粤

财信托-创势翔2号信托计划” 突然被停止交易，

其后创势翔3号也被停止交易。 在停止交易期间，

投资者利益遭受损失。 作为这两款产品的发行

方，粤财信托最终采取清盘的措施。

业内人士认为，粤财信托在该事件中有失查之

嫌。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深圳创势翔公司的认缴注

册资本1000万元，实收资本仅310.01万元。 银监会

《信托公司证券投资信托业务操作指引》 规定，信

托公司聘请第三方顾问条件之一为“实收资本金不

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 。 粤财信托在第三方顾问内

部发生“分裂”等大问题之后，未及时通知投资者。

上周基金仓位整体上升

据德圣基金研究中心数据，上周基金仓位整

体上升。 截至9月4日，可比主动股票基金加权平

均仓位为85.90%， 较前一周上升0.96个百分点；

偏股混合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为80.20%， 上升

1.22个百分点； 配置混合型基金加权平均仓位

68.11%，上升1.22个百分点。 上周加仓幅度较大

的主要是操作风格积极灵活的成长风格基金，减

仓幅度较大的主要是偏好主题投资的基金。

Wind数据显示， 上周RQFII-ETF继续获

得净申购。 其中， 博时FA50获得1.58亿份净申

购，华夏中华80获得0.53亿份净申购。同时，沪深

交易所ETF的赎回仍较明显，近七成ETF出现净

赎回。 其中， 华夏上证 50ETF和嘉实沪深

300ETF分别出现5.22亿份和2.38亿份净赎回，

易方达深证100ETF和南方开元沪深300ETF的

净赎回也超过1亿份。（曹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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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优

化升级网络投票系统，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新国

九条” 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

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的有

关规定，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提升交易所服务质量的重要举措。

本次《细则》和《指引》的修订主要包括：明

确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全面实施网络投票；公

开股东大会投票规则的具体算法， 提高透明度；

增加现场投票辅助系统， 提高网络投票数据收

集、统计效率；规定股东可以使用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方便股东行

使投票权；扩大网络投票范围，将优先股、基金和

债券纳入；优化集合类账户的投票操作；提高投

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效率。

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优化升级网络

投票系统，为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全面实施网络投

票奠定了坚实基础， 使股东参与投票更加方便，

股东大会效率得到极大提高。深交所将继续秉承

“服务为本，市场至上”的理念，积极贯彻落实国

务院和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精神，更好地保护中

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促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

设。（张莉）

高虎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处在转型发展关键期

8日，商务部部长高虎城在出席第十八届中

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时表示，今年是中国首批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30周年。 30年来，开

发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不仅促

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也丰富了世界特殊经济区域

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化调

整， 开发区当前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既

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希望未来开发

区更好地发挥在促进国际资本流动中的积极作

用，推动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复苏。（倪铭娅）

股指持续上行

9月5日，沪深300指数继续强势上涨并收六

连阳。 期指主力合约IF1409收报2470.2点，较前

一交易日上涨33.4点， 涨幅1.37%， 较现指升水

20.9点。 股指期货全天成交92.3万手，较前一交

易日增加10.6万手， 持仓量增加14006手至19.9

万手。申万28个一级行业指数几乎全线上涨。资

金面宽松和政策支持对股指形成有力支撑，股指

大幅上行提振市场人气也带动资金入市，预计后

市回调的空间不大。 但本周后半周面临8月经济

数据公布的影响， 期指多单持有者建议减持观

望。（申银万国期货研究所）

沪深

300

股指期货行情

成交量 持仓量 开盘价 收盘价 结算价

IF1409 862928 148414 2450.0 2470.2 2466.4

IF1410 26900 15872 2455.0 2476.6 2473.2

IF1412 28459 28098 2470.6 2495.6 2491.8

IF1503 4738 6238 2495.8 2518.2 2513.8

5

年期国债期货行情

TF1409 46 369 93.000 92.900 92.926

TF1412 1950 9626 93.376 93.380 93.374

TF1503 8 39 93.890 93.770 93.770

合约代码 收盘价 涨跌 成交量 成交额 持仓量

IO1409-C-2350 118.0 24.8 14,362 152,882,480 7,801

IO1409-C-2400 82.1 16.9 13,357 100,119,380 12,434

IO1409-C-2500 19.6 -2.7 8,376 19,747,450 23,738

IO1410-C-2400 121.0 15.8 732 8,527,890 604

IO1411-C-2500 92.0 15.4 1,975 17,766,810 1,273

IO1412-C-2600 65.0 -53.5 1,503 9,481,770 1,325

IO1503-C-1900 640.0 67.8 626 41,337,310 1,015

IO1409-P-2350 6.2 2.4 6,826 4,501,490 6,648

IO1409-P-2400 17.0 -6.5 2,703 6,249,470 5,295

IO1409-P-2450 31.7 -13.8 2,375 9,846,340 1,488

IO1410-P-2250 6.8 -5.3 607 548,420 2,072

IO1411-P-2500 127.3 -16.5 1,376 20,487,950 1,141

IO1412-P-2200 18.6 16.8 1,539 4,911,750 4,041

IO1503-P-2200 11.8 -12.2 418 3,624,260 548

营改增亟需抵扣实操指引

（上接A01版）自6月1日电信业纳入营改增

试点范围后， 三大电信运营商缴税由3%的营业

税变成6%或11%的增值税。 以武汉市为例，三大

运营商武汉分公司当月实现增值税1.31亿元，整

体税负短期内有所增加，税负增长主要是因为公

司前期购买的固定资产无法抵扣。 中国移动在之

前召开的营改增试点动员大会上预计，受营改增

影响，今年收入下滑9%，利润下降超过200亿元。

在交通运输业，部分一般纳税人税负有所上

升。 主要原因是过路费、过桥费、保险费等未纳入

营改增范围，这些费用不能抵扣。 国家税务总局

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靳东升认为，交通运输业

问题在于有些抵扣项目不全， 不能全额抵扣，税

率较高，存在一定的税负上升问题。

“牛鼻子” ：抵扣项确定

在较早完成增值税改革的融资租赁行业，也

在初期出现因抵扣不足或规定不明确造成税负

提高较多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从2012年1月1日

营改增试点在上海展开，融资租赁被定义为有形

动产服务，税率为17%，由此导致融资租赁行业

税负整体增加。2013年8月1日营改增在全国范围

试行后，融资租赁行业税负上升更加明显。

尽管行业特点不同，但多位业内人士和专家

都表达了对增值税征收范围及抵扣项规范的关

注。 据媒体报道，财政部已对房地产业“营改增”

税率、 税负增减情况进行模拟测算， 测算采用

17%的增值税税率。 这意味着，房地产业将成为

迄今为止所有已实施和正在酝酿中的“营改增”

改革中税率最高的行业。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营改增对

房地产市场影响要看后续执行情况，包括抵扣和

应纳税额如何计算。“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现在

很多企业都进入商业持有模式。 这种情况下增值

部分较难统计。 比如一块地，一半是住宅、一半是

持有的商业。 在楼盘卖完后，可把住宅部分算作

亏损。”张大伟认为，营改增对房地产业影响较为

复杂，不够透明，目前来看影响还很难确定。

分析人士说，将开展营改增试点的生活服务

业主要包括餐饮业、住宿业、医疗教育、家政服务

业、洗染业、美发美容业、沐浴业、人像摄影业、维

修服务业和再生资源回收业等服务业态。 这些行

业里，经营者分散、单店规模小、直接面对最终消

费者是其主要特点。

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天津一家生活服务类企业

负责人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达了对抵扣不足的担

忧。“我们的固定资产很少，店铺基本是租的，租金

和人力成本占很大比重。 营改增以后如可抵扣的很

少，势必会对盈利产生较大影响。 ” 这位负责人表

示，如不将租金纳入抵扣，公司可抵扣进项只有一些

低值易耗品，公司可抵扣的进项税将受到很大损失。

积极性：地方有隐忧

如果抵扣项和操作指引完备，有关部门相关

政策能真正落地，营改增对行业税负影响优惠有

多大呢？ 李思明表示，在营改增之前，5%的营业

税加上教育附加费等地方附加税，总成本在5.%5

至5.6%之间。 在营改增后，这一类地方附加税跟

着17%的增值税计算。 虽然增值税本身先交17%

后即征即还14%，实际税率3%，但是，17%相对应

的地方税附加较多，最终成本会在6%左右。 “从

5.6%增长到6.1%、6.2%左右， 这种税负成本我们

是可以接受的。 ”

除抵扣项的确定，地方推动的积极性对下一

步营改增扩围也将产生影响。

一方面，尽管目前营改增后增值税仍暂时归

属地方，但这一过渡状态不能改变增值税由中央

和地方以75:25比例共享的基本原则。 在地方替

代税种仍未明确情况下，营改增将对地方财政收

入产生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 抵扣项目不明确易导致人为操作

因素较多，公开透明程度有所下降，进而造成税收

额度及对行业实际影响难以预判。 从即将开展营

改增试点的行业看，张大伟表示，房地产业链条较

长，购地等环节较为复杂。 房地产相关税收对地方

收入影响较大，一旦出现变化会造成较多问题。

尽管如此，已完成营改增的行业将为下一步

扩围提供经验和借鉴。 以金融业为例，李思明说，

营改增把融资租赁包括进去是很大的进步。 融资

租赁既是金融业务又是服务业务。 性质的双重性

使融资租赁改革经验为服务业营改增提供很有

代表性的案例，对即将出台的金融业营改增也很

有前瞻性，执行得好坏牵扯到整个金融业。

靳东升表示， 现在的改革已取得很多经验。

“难点不在技术方面，而是要看对经济活动会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近日向全

国人大常委会作报告时表示，“营改增”范围继续

扩大，累计减轻企业税负2600多亿元，其中上半年

减轻企业税负851亿元。 靳东升说，营改增大体达

到了结构性减税的预期目的。 但是，从微观方面，

有些企业税负增加、 有些企业减少， 都是正常现

象。 面对新的征税方式，企业要有适应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