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新股18日登陆上交所

上交所消息，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通

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醋酸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A股股票将于18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

普莱柯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本为

16,000万股，本次上市数量为4,000万股，证券

简称为“普莱柯” ，证券代码为“603566” 。 浙

江金海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本为

21000万股，本次上市数量为5250万股，证券简

称为“金海环境” ，证券代码为“603311” 。 上

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本为8,000

万股，本次上市数量为2,000万股，证券简称为

“新通联” ，证券代码为“603022” 。 南通醋酸

化工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本为10,224万股，本

次上市数量为2,556万股，证券简称为“醋化股

份” ，证券代码为“603968” 。 (周松林)

山东证监局平衡抓监管

与促发展关系

山东证监局局长冯鹤年14日在山东辖区

上市公司监管工作会议上表示， 下一步将保持

好抓监管与促发展的平衡， 落实需求导向服务

理念，助力上市公司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型升级。

具体而言， 一是支持上市公司把握国家大力发

展债券市场的机遇，扩大直接融资规模，优化融

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二是加强对上市公司再

融资和并购重组工作的培训指导； 三是分类引

导，帮助各公司解决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四是

引导和支持创新，拓宽企业发展路子。

冯鹤年表示，作为监管部门，下一步将推进

监管转型，转变监管重心、模式和方法，健全事

中事后监管新机制， 加大对问题公司和责任人

员的追责、 查处。 上市公司要坚持规范运作当

头， 妥善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导致经营困难及财

务状况恶化的问题； 在从事并购重组活动过程

中，要杜绝违法违规行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防范新形势下“两种风险” ，即借市值管理名义

从事违法违规行为的风险以及盲目和过度扩张

的风险；平等对待各类股东，切实保护中小投资

者合法权益。 (钱秋臣 康书伟 董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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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4月财政收入同比增幅回落6.3个百分点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38.2%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财政部14日公布，1-4月， 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49909亿元，同比增长5.1%；考虑11

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 同口

径增长3%， 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6.3个百分

点。 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755亿元，

增长1.9%；地方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154

亿元，增长7.7%。 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3502亿元，同比增长8.2%。

就主要税种而言，4月国内增值税2348亿

元，同比增长2.4%，扣除营改增转移收入影响增

长0.3%， 增幅比3月份略有回升。 国内消费税

821亿元，同比增长22.7%，主要受提高成品油消

费税单位税额的影响。

4月营业税1846亿元，同比增长6.2%，考虑

营改增收入转移影响增长7.9%。其中，金融业营

业税增长17.2%；建筑业营业税增长9.6%。 受房

地产市场调整的影响，房地产营业税下降4.6%，

延续近几个月下降态势。

4月企业所得税3521亿元，同比增长7.2%。

其中，金融业企业所得税增长29%；受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利润下降的影响， 工业企业所得税下

降4.5%；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房地产企业所

得税下降11.9%。

个人所得税675亿元，同比增长21.4%。

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1052亿元，同比下

降14.1%；关税223亿元，同比下降8.9%。 主要是

受当月进口（按人民币）下降16.1%的影响。

出口退税967亿元， 同比多退62亿元，增

长6.9%。

受房地产市场调整影响，4月契税278亿元，

同比下降12.8%；土地增值税270亿元，同比下

降11%；耕地占用税73亿元，同比下降18.3%；城

镇土地使用税267亿元， 同比增长15.2%。 1-4

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016亿元，同比减

少5572亿元，下降38.2%。

财政部表示，1-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呈低增长态势。 中央财政收入增幅偏低，主要

是进口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滑、 进口额下降导

致进口税收大幅下降， 同时石油特别收益金也

减少较多；工业增长放缓，尤其是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持续下降导致按现价计算的增值税等税

收减收较多； 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使出口退税额

增加较多。 地方本级收入增幅下滑主要是受房

地产市场持续调整影响，房地产营业税、房地产

企业所得税、契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普

遍下降。今年后几个月，要继续加强经济财政运

行监测分析，依法组织财税收入，做好增收节支

工作，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

在财政支出方面，1-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45350亿元，同比增长13.8%；考虑11项

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 同口径增

长12.7%。 4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535亿

元，同比增长33.2%；考虑11项政府性基金转列

一般公共预算影响，同口径增长31.6%。

在财政收入增长放缓、 收支压力较大的情

况下，财政部门认真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强

支出预算执行管理，积极盘活财政存量，用好财

政增量， 保障民生等重点支出需要。 1-4月累

计，教育支出6584亿元，增长13.1%；科学技术

支出1126亿元，增长2.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

出587亿元，增长11.3%；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

出3467亿元，增长17.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6987亿元，增长16%；住房保障支出985亿元，增

长21.2%；城乡社区支出3896亿元，增长19%；节

能环保支出787亿元，增长30.5%；交通运输支出

3047亿元，增长57.8%。

银监会：探索银行部分业务板块和条线子公司制改革

□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银监会相关负责人14日表示，2015年，银

监会将积极探索银行业部分业务板块和条线子

公司制改革，深化事业部制改革，推进专营部门

改革。

银监会当日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2014年报》显示，截至2014年末，我国银

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4091家， 资产总额

1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负债总额160.0

万亿元，增长13.3%；不良贷款余额1.43万亿元，

不良贷款率1.60%，保持在较低水平。 银行业的

内生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提高。截至2014年末，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3.18%， 较年初上升

0.99个百分点； 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1.96万亿

元，拨备覆盖率232.1%。 全年共有47家机构在

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成功发行信贷资产支

持证券2820亿元。

银监会将全面深化银行业改革开放， 进一

步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 积极推进民营银

行相关工作；扩大消费金融公司试点范围；扩大

村镇银行民资股比范围，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发

起设立村镇银行，提高民间资本占比；扩大民间

资本参与机构重组范围； 推进银行业金融机构

混合所有制改革， 扩宽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

渠道。首批5家民营银行获批筹建，其中4家已获

批开业。已有100多家中小商业银行的民间资本

股权占比超过50%， 其中部分银行的民间资本

占比100%。 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民间资本占

比超过90%，村镇银行民间资本占比超过72%；

已开业民营控股非银行业金融机构43家，其中6

家为2014年新增。

中证协：证券业资本中介业务快速成长

□

本报记者 李超

中国证券业协会组织编撰的《中国证券业

发展报告（2015）》近日出版。 报告称，2014年

中国证券业发展呈现监管转型、 制度优化、多

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速、资本中介业务快速成

长等特点。截至2014年底，120家证券公司总资

产4.09万亿元， 净资产9205.19亿元， 净资本

6791.60亿元。 与2013年相比，证券公司总资产

和净资产分别增长96.63%和22.11%。

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速

报告指出，与2013年相比，2014年证券业

发展呈现多方面特点。 监管转型，制度优化，

证券行业创新发展市场化进程加快， 证券行

业基础功能进一步完善， 监管转型稳步推进

保证了证券行业治理水平进一步完善。

2014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提速，场内

场外并举，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进一步增强。 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迎来爆发式增长，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快速扩容并呈现出融资

渠道更为灵活多样等新特点， 柜台市场逐渐

成长为证券公司私募业务创新的重要平台，

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及服务系统为证券公司

柜台市场互联互通提供了有力支持。

2014 年 境 内 证 券 市 场 实 现 融 资 约

10757.81亿元，同比增长56.25%，其中股权再

融资6778亿元，占比63.01%。 2014年，82家公

司成功实现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IPO， 实现募

集资金357.12亿元， 占全年 IPO融资总额的

53.39%；全年共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313只，募

集资金532亿元，同比增长71.14%。

场外证券市场充满活力并逐渐成长为多层

次资本市场服务中小微企业的重要力量。 截至

2014年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总数达1572家， 市值4591.42亿元， 分别较

2013年增长341.57%和1003.52%；全年共完成

交易22.82亿股，交易金额130.26亿元，分别同

比增长1027.39%和1501.53%； 全年共计发行

26.42亿股，募集资金129.99亿元，分别较2013

年增长 805.14%和 1197.31% ； 个人投资者

43980户， 机构投资者4695户， 分别同比增长

491.45%和331.53%。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区

域股权市场在2014年继续保持高速成长态

势， 通过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来为当地企业

提供更多元化的融资渠道选择， 挂牌企业数

量大幅增长， 融资产品创新和信息披露制度

建设进展明显，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成为多

层资本市场的重要一环。 证券公司柜台业务

发展驶入新的快车道，为完善资本市场结构、

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客户多元化投融资需求

做出了积极贡献。

行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报告指出，2014年，证券业资本中介业务

快速成长，行业营收结构优化，盈利水平稳步

提升。 以融资融券业务为代表的资本中介业

务快速成长， 成为证券行业盈利模式转型和

业务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 2014年共有91

家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 月均信用账

户新增量较2013年高90%， 共实现利息收入

446.24亿元，是2013年的2.42倍，占行业营收

总额的比重超过17.14%， 同比高5.55个百分

点。 证券公司其他融资类创新业务亦呈现快

速增长态势。

除资本中介类创新业务快速成长外 ，

2014年证券公司传统业务收入亦表现不俗。

尽管平均佣金率同比下滑15.54%， 但得益于

下半年证券市场交投活跃， 证券公司代理买

卖证券收入同比增长38.23%， 证券投资收入

同比增长132.48%。

互联网金融布局提速， 证券行业竞争加

剧。 证券公司业务与互联网的结合将推动证券

行业盈利模式转型步入新阶段，2014年全年共

有35家证券公司取得互联网证券业务试点资

格。 部分证券公司将融资类业务与互联网终端

相结合，增强其在创新类资本中介业务方面的

竞争力。

截至2014年底，120家证券公司总资产达

4.09万亿元，净资产达9205.19亿元，净资本达

6791.60亿元，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含信

用交易代理买卖证券款）达1.2万亿元，托管

证券市值24.86万亿元， 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

额7.96万亿元，共实现营业收入2602.84亿元，

净利润965.54亿元。 与2013年相比，证券公司

总资产和净资产分别增长96.63%和22.11%，

证券公司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余额增加115%，

托管证券市值增加62%，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

额 增 加 53.27% ， 融 资 融 券 余 额 增 幅 达

195.48%，营业收入增长63.45%，净利润增长

119.34%。

“影子股” 造富效应凸显

(上接A01版)达晨创投执行合伙人兼总裁

肖冰表示，2015年将是达晨创投退出的最大丰

收年，将创下历史新高记录。 IPO退出是主要退

出方式。

“重组影子股”起飞

除了新股，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一直备受市

场关注，催生出“重组影子股” 这一概念。 重组

股大涨， 给那些参股拟借壳公司的 “重组影子

股”带来上涨动力。其中的典型代表莫过于申万

宏源的“重组影子股” 。

申银万国证券和宏源证券合并后的申万宏

源1月挂牌上市， 一批参股重组标的的 “影子

股”受益利好提前起飞。小商品城、东方明珠、陆

家嘴、上汽集团等在申万宏源上市前集体暴涨。

佛山照明是受益的“重组影子股” 之一。 公司在

公告参股14.83%的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将借壳东源电器后，股价走势强劲。

神州泰岳近日公告， 公司持有20%股权的

参股公司北京中清龙图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将96

亿元借壳友利控股上市， 友利控股复牌后一路

涨停。

若中清龙图借壳成功，2013年以2亿元投资

中清龙图的神州泰岳所取得的交易对价将高达

16.53亿元，一年多时间便浮盈逾14亿元。

持股市值大增

伴随新股股价暴涨，其背后的“影子股” 的

持股市值水涨船高。 其中，持股市值增幅最大的

当属参股江苏有线的中信国安，增值金额近75亿

元，是中信国安2014年净利润2.48亿元的30倍。

中信国安通过控股子公司中信国安通信有

限公司持有江苏有线4.549亿股，占发行前总股

本比例为19.02%，为公司第二大股东，而中信国

安则持有国安通信87.5%的股权。 以5月14日江

苏有线收盘价22.5元计算，中信国安所持股份的

市值高达89.56亿元。

在东方证券前十大股东中， 有不少上市公司

的身影，包括浦东金桥、上海建工和长城信息等。

其中，浦东金桥持有1.66亿股，持股比例为3.88%；

长城信息持有1.43亿股，持股比例为3.34%；上海

建工持有1.335亿股，持股比例为3.12%。

以东方证券5月14日的收盘价30.68元计

算，浦东金桥、上海建工、长城信息所持股票的

市值分别为50.92亿元、43.87亿元和40.96亿元。

资料显示，上述3家公司持股东方证券期末账面

价值分别仅为3.08亿元、2.49亿元和2.64亿元。

券商、银行成为上市公司参股的“金矿” 。

这批排队大军中券商、 银行拟进行IPO的数量

较多，如华泰证券持有江苏银行6.40亿股，东方

创业持股华安证券2.45亿股， 大众交通持国泰

君安1.54亿股。 随着金融类IPO公司陆续上市，

参股这类金融行业的 “影子股” 将有望赚得

“盆满钵满” 。

房企结盟

折射地产新格局

(上接A01版

)

在进入“白银时代”后，市场

竞争加剧促使开发商必须提供更加全面的服

务，单一房企难以具备所有优势，由此引发房企

分工与协作的出现。

从未来趋势看，楼市调控去行政化、央行降

准降息等因素有助于楼市向好， 这都给房企转

型提供市场空间。 数据显示，

4

月全国商品房销

售降幅明显收窄， 开发企业到位资金情况有所

好转。 全国主要的

54

个城市住宅签约套数环比

增长约

5.8%

，同比涨幅达

22.5%

。

楼市基本面好转不意味着房企将重回轻松

赚钱时代。在进入“白银时代”后，房地产利润空

间已被逐步压缩。从上市房企利润率看，

2014

年

A

股房企利润率仅为

11.5%

， 同比下降

1.7

个百

分点。由于行业竞争加剧，行业整体利润率下降

趋势仍将延续。

在这种行业环境下，房企自身转型及企业联

合将成为应对行业变化的必然选择。 在万达与万

科合作后，其他规模型房企有望陆续开展业务合

作。 房企与金融、房企与互联网的“跨界”合作将

不断涌现，这都有望形成房地产业新格局。

发改委：加大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金融保险支持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发改委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

克力近日出席“落实‘一带一路’ 战略 推进

能源国际合作会议” 时表示，金融、保险机构

应进一步加大对“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的金融

保险支持。

努尔·白克力指出，“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

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

和空间很大。 “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对于推

进我国与沿线国家能源国际合作， 具有深远的

现实意义。 能源系统要深入学习，认真领会，重

点加强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合作， 共同维护

油气运输通道安全， 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

建设， 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 推进

“一带一路” 能源合作，一要强化组织领导，二

要加强分工协作，三要强化企业实施主体作用，

四要发挥各地开放优势。

国务院取消

非行政许可审批

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

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 在前期

大幅减少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基础上，

再取消49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将84项非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事项。 今

后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类别。

本届政府成立之初， 国务院部门共有非行

政许可审批453项。 经过2013年和2014年前后

七轮的清理，已经取消了209项。2014年4月，国

务院印发《关于清理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的通知》， 决定通过一年时间对各部门

现有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进行全面清理。 今年

5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对

剩余244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清理意见。

至此， 国务院部门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清理工

作全面完成。“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概念退出

了历史舞台。

《决定》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

做好取消事项的落实工作，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防止出现管理真空， 且不得以任何形式变相审

批。 调整为政府内部审批的事项， 不得面向公

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实施审批；审批部门要

严格规范审批行为，明确政府内部审批的权限、

范围、条件、程序、时限等，严格限制自由裁量

权，优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 要进一步深

化行政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简政放权、 放管结

合，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不断提高政府管理科学

化、规范化、法治化水平。 (新华社电)

高新科技企业投融资

巡回路演走进青岛

14日，由科技部火炬中心、深圳证券交易

所、青岛市金融办、青岛高新区管委会主办的

“中国高新科技企业投融资巡回路演” 在青岛

成功举行。 活动通过“现场路演+网上直播” ，

结合专家点评、 线上线下问答交流等多种形

式，吸引了52家优秀中小型科技企业和85家投

资机构300多人现场参与， 另有37家投资机构

共43人远程接入中国高新区科技金融信息服

务平台“网上路演大厅” ，与企业代表进行交

流。 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宋丽萍、青岛市副

市长刘明君、青岛市金融办副主任王锦玉出席

了活动。

宋丽萍介绍，深交所已在西安、武汉、济南、

北京、成都、广东举办6场巡回路演，累计78家

企业现场进行路演，228家企业现场观摩并进

行企业展示。巡回路演获得初步成效，深交所服

务链条进一步延伸。

本次活动通过“中国高新区科技金融信息

服务平台” 进行全程直播。 (董文杰)

陈文辉：监管创新推动

保险业改革发展和开放

保监会副主席陈文辉14日在第42届日内

瓦协会年会上表示， 中国保险市场持续健康发

展并有巨大潜力， 保监会通过建设中国风险导

向的偿付能力体系（偿二代），以监管创新推动

中国保险业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

陈文辉表示，中国保险市场发展态势良好，

潜力巨大。 去年全国保费收入突破2万亿元，增

速为17.5%；行业利润突破2000亿元，同比增长

106%，利润总额创历史新高；保险业总资产突

破10万亿元。 去年8月，中国政府第一次从国家

治理体系的高度， 将保险定位为现代经济的重

要产业和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 提出加快发展

现代保险服务业，并于10月发布《关于加快发展

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本月决定对个人购

买商业健康保险试点个人所得税优惠。 (李超)

４

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幅由负转正

□

新华社记者 安蓓 陈炜伟

国家能源局

１４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４

月份，

全社会用电量

４４１５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１．３％

。这

是继

２

月份和

３

月份相继出现负增长后， 单月用

电量增幅首次由负转正。

“这说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稳增长措施逐

渐产生效果，工业下行压力有所缓解，经济结构

调整向深入推进。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

观室主任牛犁说。

４

月份， 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大幅增长

１１．２％

，城乡居民用电量同比增长

８．９％

，增幅均

明显高于

２

月和

３

月。 工业用电量虽同比下降

１．１％

，但降幅比前两个月大幅收窄。

牛犁说，服务业用电量增速较快，是拉动

４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由负转正的主要因素， 天气

转暖也带来城乡居民用电量较大幅度增长，但

全社会用电量总体回升幅度有限。

数据显示，

１

至

４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１７３１６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０．９％

。分产业看，第一

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

２．６％

， 第二产业用电量下

降

０．８％

，第三产业用电量增长

７．９％

，城乡居民生

活用电量增长

４．０％

。

１

至

４

月， 全国发电设备累计平均利用小

时为

１２７７

小时，同比减少

１１１

小时。 其中，水电

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８６６

小时， 增长

５７

小时；

火电设备平均利用小时为

１４６２

小时，减少

１５８

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