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融业等营改增方案

有望近期发布

金融业、生活服务业、房地产业营改增

方案基本完成，有望近期发布。 目前，除建

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四个

领域外，其他行业均已完成营改增改革。分

析人士认为，营改增全面完成后，会带来减

税的规模效应， 预计今年减税将达到

20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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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上市公司”模式

持续高热

硅谷天堂刚公布的靓丽中报业绩为

“PE+上市公司” 模式注入兴奋剂。 7月1

日以来， 不足40天的时间已有56家上市

公司设立产业并购基金。 上市公司可以为

众多PE的项目提供退出通道，成为“PE+

上市公司”模式的重要推手。

A07�公司新闻

A02�财经要闻

7月101家公司

拟定增募资800亿元

Wind数据显示，7月共有101家上市

公司发布定向增发预案， 募资总额约800

亿元，较6、7月逾2000亿元的募资额相去

甚远。 7月共有17家公司宣布终止定增计

划， 另有不少公司主动调整定增价格和募

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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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市成交创近五个月新低

存量博弈静待格局明朗

□

本报记者 李波

6日沪深两市大盘低开后震荡反弹， 沪综指

在3700点附近遭遇压力回落，“中小创” 跟随主

板震荡整理。 板块个股跌多涨少，分化显著，新能

源汽车和电池类品种逆势逞强。 值得注意的是，

沪深两市成交额萎缩至7071.33亿元，刷新3月16

日以来阶段新低，反映市场交投低迷，观望情绪浓

厚，存量博弈特征凸显。

上证综指收报3661.54点，下跌33.03点，跌幅

为0.89%；深证成指收报12421.85点，下跌102.84

点，跌幅为0.82%；中小板指数收报8388.80点，下

跌0.99%； 创业板指数收报2480.93点， 下跌

0.84%。

行业方面，在28只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仅6

只指数逆市收红，其中，汽车、电气设备和有色金

属指数涨幅居前， 分别上涨 1.36% 、0.95%和

0.72%；在22只下跌指数中，建筑装饰、房地产和

非银金融指数跌幅居前， 分别下跌2.29%、1.91%

和1.90%。

概念指数同样跌多涨少且分化显著。其中，新

能源汽车电池相关概念集体爆发，锂电池、燃料电

池、新能源汽车和超级电容指数涨幅居前，分别上

涨6.83%、6.08%、5.94%和5.26%；在下跌指数中，

次新股、在线旅游和国资改革指数跌幅居前，分别

下跌3.06%、2.92%和2.55%。

6日市场成交再度萎缩，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3575.15亿元和3496.18亿元，环比双双回落。两市合

计成交7071.33亿元，刷新3月16日以来阶段新低。

伴随量能持续萎缩， 资金净流出规模环比有

所下降，板块资金进出情况分化明显。 据wind资

讯统计，6日两市共有120.66亿元资金净流出，电

子设备和汽车板块逆市获得资金大举净流入，净

流入规模均超过10亿元；机械设备和建筑装饰板

块净流出额较大，超过15亿元。

股指期货震荡收敛。 沪深 300主力合约

IF1508报3766.8点，下跌0.28%；上证50主力合约

IH1508报2439.6点，下跌0.56%；中证500主力合

约IC1508报7545.4点，下跌0.15%。

分析人士指出，投资者观望情绪提升，风险偏

好和收益预期下降，导致场外资金不愿进场，场内

资金筹码兑现意愿较强，加上降杠杆大势所趋，因

此量能持续萎缩。缺乏资金面驱动，市场自然欲涨

乏力，上方均线和套牢盘压力难以快速突破，震荡

磨底仍是市场主基调。 量能持续萎缩使得存量博

弈特征更趋显著， 反映在盘面上便是热点轮动提

速、品种分化加剧。 建议投资者控制仓位，静待格

局明朗。

资金另觅“避风港”

债基保本基金发行大热

随着市场风险偏好下行，资金对于高风险权益类资产的需求开始下降。 近

期，在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发行趋缓的情况下，债券型基金和保本基金发

行升温，各种对冲产品也受到青睐。

量化配资潮涌 银行资金入市路径生变

A股市场大波动让量化投资成为新的“风口” ，银行资金入市路径发

生改变。 银行人士表示， 目前银行资金对于量化投资机构的配资相当热

情，1：3—1：4的杠杆是量化配资的常态，这是因为量化投资通过分散投资以及

股指期货工具对冲，风险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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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民间借贷利率超36%部分无效

仅提供媒介服务P2P平台不承担担保责任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最高人民法院6日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明确，借贷双方通过P2P网贷平台形成借贷关系，

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则不承

担担保责任； 如果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

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

其为借贷提供担保，根据出借人的请求，人民法

院可以判决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

任。 在民间借贷利率方面，如果借贷双方约定的

利率超过年利率36%， 则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

利息应当被认定无效，借款人有权请求出借人返

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

表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

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当前经济发

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作为正规金融

合理补充的民间借贷，因其手续简便、放款迅速

而日趋活跃，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广大市

场主体获得生产、生活资金来源、投资谋取利益

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和法律体系相

对不健全， 民间借贷存在一定负面影响， 其粗

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一直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

体系的边缘；其盲目、无序、隐蔽的缺陷日积月

累叠加凸显， 民间借贷风险渐增， 隐患愈加突

出。伴随着借贷主体的广泛性和多元化，民间借

贷的发展直接导致大量纠纷成讼， 人民法院受

理案件数量快速增长。 2011年全国法院审结民

间借贷纠纷案件59.4万件，2012年审结72.9万

件，同比增长22.68%；2013年审结85.5万件，同

比增长17.27%；2014年审结102.4万件，同比增

长19.89%；2015年上半年审结52.6万件， 同比

增长26.1%。 目前，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

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 诉讼标的额

逐年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给

予有条件的认可。 企业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而相

互拆借资金，司法应当予以保护。 这不仅有利于

维护企业自主经营、 保护企业法人人格完整，而

且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等顽疾，

满足企业自身经营的需要； 不仅有利于规范民间

借贷市场有序运行，促进国家经济稳健发展，而且

有利于统一裁判标准，规范民事审判尺度。

最高人民法院强调，允许企业之间融资，绝

非意味着可以对企业之间的借贷完全听之任

之、放任自流。应当说，解禁并非完全放开，正常

的企业间借贷一般是为解决资金困难或生产急

需偶然为之，但不能以此为常态、常业。 作为生

产经营型企业，如果以经常放贷为主要业务，或

者以此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 则有可能导致该

企业的性质发生变异， 质变为未经金融监管部

门批准从事专门放贷业务的金融机构。 生产经

营型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 必然严重扰乱

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这种行为客观上

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必须从效力上作出否定

性评价。 为此，《规定》专门对企业间借贷应当

认定无效的其他情形作出了具体规定。 （下转

A02版）

明日《金牛理财周刊》

股权质押逼近平仓线

并购基金成“急救药”

近期A股调整， 不少上市公司股价逼

近大股东股权质押平仓线。情急之下，上市

公司开始动用各种手段以稳定股价， 并购

基金成为“急救药” 。

制图/韩景丰

部分楼盘两月涨价25%

燕郊楼市躁动 炒作风险隐现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的推进和通州区被

确定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与通州一河之隔

的河北三河市燕郊迎来发展机遇，当地房价

随之上行。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

目前燕郊楼市均价达1.5万元/平方米，部分

楼盘短短两个多月涨幅超过25%，部分开发

商存在“捂盘惜售”现象。

业内人士表示，利好政策叠加，以燕郊

为代表的邻近北京的河北部分地区产生虹

吸现象，引发过度炒作和房价上涨。 京津冀

一体化应是推动区域内经济发展和产业新

生，不应是京津冀房价的一体化。 未来房地

产税推出后，有望抑制部分炒房行为。

燕郊楼市节节高

中国证券报记者走访燕郊多家售楼处

发现，目前理想新城、汇福悦榕湾、壹克拉等

新盘在售， 均价在1.5万元/平方米左右，前

期开盘的夏威夷蓝湾、港中旅、天洋城4代、

首尔甜城全部售罄。 多数楼盘将集中于8月

中旬后放盘。

“现在整个燕郊市场都没房，市场是一

个星期一个变化，6月时我们房子也就每平

方米1.2万元左右，7月10日之后就都涨上去

了。 ” 某楼盘销售人员表示，所在开发商已

建起30栋楼，均已封顶。 7月5日新开的15号

楼开盘当天就全部卖完，均价为1.5万元/平

方米，来买房子的以自住的居多。

“不是没房，应该说是有房不卖。 ” 该

销售人员称，其所在公司春节前2月份时全

部封了盘，3月1日开盘卖了一批。受北京地

铁通燕郊的消息影响，5月又封了一次盘。

这次赶上通州区被确定为北京市行政副中

心的消息，7月11日又全部封盘。 如果去年

过来买房， 房价还是10500元/平方米，今

年 3月涨到 11500元 /平方米 ，5月涨到

12500元/平方米。 下一期项目可能8月开

盘，现在还没有开始排号，按照现在的市场

预计可能涨到1.6万元/平方米—1.8万元/

平方米。

港中旅售楼处销售人员称，港中旅6月

6日新开盘的6栋楼当日全部售罄， 当时均

价是1.1万元/平方米。 7月份以来的一段时

间都没有房子卖，下一期要等到8月中旬才

会有新开盘项目，预计价格不会低于当前市

场均价。 8月1日新开盘的上上城理想新城

均价达1.4万元/平方米，而去年该项目报价

仅为8600元/平方米。

新房一房难求，燕郊二手房市场也同样

紧俏，房源短缺，很多业主持观望态度，部分

业主要求一次性全款付清房款。

汇福地产相关负责人表示，悦榕湾自去

年开盘以来， 今年上半年一直处于蓄客阶

段。 5、6月以后，市场骤变，各种利好消息叠

加，来燕郊置业的人成倍增加，无论是购买

者还是咨询者都大幅增长。从燕郊上半年市

场来看，由于楼盘开盘数量减少，新房房价

上涨幅度较大。

“北三县”楼市升温

燕郊只是一个缩影。随着京津冀一体化

的推进，被称为“北三县” 的河北三河、大

厂、香河三地因为毗邻通州，受到多方关注，

“北三县”这个称谓也频频被购房者提及。

“燕郊现在有价无房，大厂、香河成

为新热点。 ” 位于大厂的潮白河孔雀城销

售人员表示， 近期来看房的人特别多，前

期开盘均价每平方米1万多元的孔雀城学

府澜湾已售完，8月1日新开的两栋楼周

末两天卖掉100多套，剩下的房源为数不

多，目前一些好的房源需要加价15万元才

能拿到。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智库中心提供

的数据显示，6月末大厂新建商品住宅库存

面积为66万平方米，7月末下滑至61万平方

米；6月大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约31万

平方米，7月为34万平方米，大致增长10%。

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

总监严跃进表示，对于大厂来说，部分购房

者是因为燕郊房价涨势太猛而转至大厂购

房。 目前大厂新增供应量不多，库存也较去

年同期有所下降。（下转A02版）

A10�货币/债券

小额净回笼

无碍流动性宽裕

央行6日逆回购操作缩量， 全周公开

市场操作净回笼资金50亿元。市场人士指

出，当前资金面总体宽裕，货币市场利率低

位运行，小额净回笼对资金面影响不大。在

经济偏弱、局部风险犹存、降成本需求迫切

背景下， 货币市场流动性保持平稳和适度

宽裕具有很高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