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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行：今年將控制鋼鐵光伏放貸

兗礦王信籲財政支持「走出去」

濫採過剩 煤價難大升
或在加拿大掛牌上市

去年，兗煤（1171）澳洲公司完成與格羅斯
特公司的合併和資產上市，成為澳洲最

大的獨立煤炭上市公司。兗礦集團亦由此成為
內地唯一一家擁有境內外四地（美國、香港、
上海、澳大利亞）上市平台的企業。王信表
示，兗礦加拿大鉀礦資源項目顯示出良好開發
前景，預計兩年半到三年左右可實現投產。若
進展順利，未來公司計劃在加拿大掛牌上市。
據其介紹，目前兗礦集團在澳洲運營9對生

產礦井，總產能4,670萬噸/年，資源儲量62.53
億噸，是兗礦本部的三倍。預計今年澳洲煤炭
產量可達3,000萬噸左右。另一方面，兗礦在
西澳洲獲得2.4萬平方公里鋁土礦資源70%的勘
探及開採權益。王信表示，今年集團將放緩海
外併購步伐，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鞏固現有資
源，擴大生產能力，降低成本上來。

自律量產保供需平衡

王信表示，由於煤炭產能過剩，全球煤炭價
格從去年開始大幅下滑。雖然今年以來內地出
現小幅回升，但煤炭行業的黃金十年已經過
去，短時間內應不會有大的上升空間。他指

出，「根據歷史經驗，當GDP增幅超過9%
時，煤價就會上升，超得越多升得越快；但低
於9%，煤價就會降。現在就是低於9%。」
王信建議國家應該加大打擊非法開採力度，

並根據經濟發展需求對煤炭生產限批、限量，
從源頭上保持供需平衡。同時，在當前形勢下
各煤炭企業應抱團取暖，加強自律下降產能。

倡建「走出去」預警機制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王信建議加快建立對外
投資合作境外安全風險監測和預警機制。他表
示，中國企業作為國際礦產資源開發競爭市場
的後來者，面臨諸多困難和挑戰。特別是境外
礦產資源開發投資數額大、建設周期長、投資
風險大，建立健全「走出去」有關法律、政策
支持體系已刻不容緩。
王信建議設立專項「境外投資發展基金」，

從國家外匯儲備中提取一定數額，通過政府指
導、市場化運作方式，專門用於企業境外資源
項目；並對礦產資源類項目投資的中長期貸款
提供貼息支持；適當延長還貸期限，提高項目
盈利能力。此外，建議由國家財政出資設立
「境外資源開發風險基金」、「境外投資擔保基
金」，支持企業境外資源開發的跨國購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北京報道）全國人大代表、兗礦集團

董事長王信接受記者採訪時建議，加快建立境外投資安全風險監測

和預警機制，為礦產資源型企業「走出去」境外投資提供財政等政

策支持。他並表示，由於煤炭產能過剩，全球煤炭價格從去年開始

大幅下滑。雖然今年以來內地出現小幅回升，但煤炭行業的黃金十

年已經過去，短時間內煤價應不會有大的上升空間。

國五條加碼 細房企有難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國五條」

上周末公布後，影響力先在股市中反映出
來，但長遠成效還需時間來驗證。有投行
認為，「國五條」與2011年宣布的樓控政
策相若，估計細則公布前的3月份內銷售
會上升，一二線城市在第二季的銷售或會
按年下跌，呼籲投資者選擇和挑選業務集
中於非一二線城市的內房股。此外，評級
機構惠譽預期，新政策將對小型發展商帶
來較大影響。
摩通表示，由於地方政府3月底公布指

引細則，因此預期銷售將於3月上升，但

由於一線城市的樓價升幅較大，所以面對
進一步緊縮政策的可能性非常高；預期銷
售主要來自一二線城市的內房股於2013財
年或面臨10至15%的價格修正，股份包括
盛(0845)、遠地(3377)、龍湖(0960)、瑞房

(0272)、合景泰富(1813)和富力(2777)。

一二線城市臨進一步緊縮

高盛預計樓價短線將受影響，交易量有
下調壓力。該行維持內地房價及成交量的
預測，相信新措施影響已反映在內。若今
年全部城市成交量返回到2011年谷底水平，

對內房股於年底的資產淨值影響僅約5%，
2013-14年基本每股盈利影響約7%至15%。
此外，高盛表指內房股價已由今年1月

的高位普遍調整約12%，隨後於上月由低
位反彈6%。預期本月成交量放慢將影響市
場情緒，並導致股價波動；相信市場會從
緊縮政策中加速行業整合，令發展商更遵
守財政紀律，建議投資者趁低吸納，確信
買入名單包括龍湖，目標價21.1元及綠城
中國(3900)，目標價17.4元。
評級機構惠譽報告指，新政策令首次置

業人士更能負擔，但將令內地發展商進一

步分化。

實力大企影響微

該行指出，加強調控意味內地發展商將成
本上升的壓力轉嫁予置業者的難度加大，導
致發展商的利潤會下跌。不過由於小型發展
商一般利潤率偏低，開發項目都以滿足投機
需求為主，或項目都集中在調控嚴厲的城
市，新政策將對小型發展商帶來較大影響。
報告中特別點評中海外(0688)及萬科企業，
因規模較大、項目分佈較廣及較高利潤率，
相信新措施對兩者影響較小。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何凡、馬琳）中
國銀行(3988)董事長肖鋼昨日在全國兩會間隙表
示，今年將對光伏產業在新增貸款的增量上進
行控制，鋼鐵等產能過剩行業貸款也在控制之
列。
肖鋼說，中行信貸規模將保持平穩增長。

在防範信貸風險方面，今年將密切關注產能
過剩的行業，要嚴格控制對其的貸款；在房
地產貸款方面，中行始終較為謹慎，對全國
開發商有內部評級系統，分為若干等級，對
評級較高的開發商給予支持。全國人大代
表、中行行長李禮輝同日表示，剛剛頒布的
「新國五條」主要在於防止房地產業發生泡沫
化風險，對適度控制房地產價格、保障民生
也會起到作用。

影子銀行風險仍可控

肖鋼又指，中行支持利率市場化逐步推進，
指利率市場化總體而言對利差有影響。由於收
費減少，中行非利息收入會受到一定影響，但
服務總量是在擴大，利差從總量看仍將增長。

至於理財產品總
量控制指標，則
要看銀監會的具
體規定。
對於外界關注

的影子銀行問
題，肖鋼說，各
方對此沒有統一
定義，一般是指
傳統銀行體系之
外資金的信用活
動，這是利率市
場化的必然結
果。
受宏觀調控影響，有些項目不符合貸款條件

通過銀行之外的渠道獲得資金，從這個意義上
看，影子銀行有客觀自然性，對促進經濟發展
也起到一定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存在不規範的
狀況。有些項目的融資成本較高，未來現金流
可能不足以償還，個別地區的項目已出現風
險，但總體看風險仍然可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經周一暴跌之後，
市傳「國家隊」入市護盤，滬
深股指昨大幅反彈，銀行、券
商等金融股全天領漲，帶動股
指止跌反彈，其他板塊亦紛紛
反彈，地產也先跌後漲，推動
股指震盪走高，收盤滬指報
2,326點，漲52點或2.33%；深
成指收報9,341點，漲201點或
2.21%。兩市分別成交1,167億
元人民幣(下同)和1,066億，滬
減深增。
板塊方面，金融、醫療器

械、生物製藥、釀酒、化工等
板塊上漲，無一板塊下跌，兩
市超9成股票上漲。金融板塊
大漲近5%，平安銀行、方正
證券強勢漲停，興業銀行、招
商證券、招商銀行、東吳證券
等股漲幅也超8%。

憧憬兩會紅利
後市可期

廣州萬隆分析師認為，周一
交易型開放式指數基金(ETF)
引發了部分資金的抄底衝動，
滬深兩市48隻ETF出現逆市淨
申購，淨申購份額達15.91億
份。在恐慌的放量下跌中，能
有如此「大手筆」抄底動作

的，應不是普通主力資金所為。聯想到
新年首月社保基金大幅開戶達30個、且
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單月新高的事
實，「國家隊」入市的傾向比較明顯，
未來行情仍值得期待。
目前處於「兩會」召開的敏感政策時

間窗口，各種「政策紅利」將不斷出
台，尤其是後期將進入「改革超預期」
階段，相關主線熱點題材的炒作將會延
續，分化機會值得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黃嘉銘) 內房企陸
續公佈2月份營運數據。碧桂園(2007)宣
佈，本年首兩個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
124.5億元(人民幣，下同)，合同銷售建
築面積約180萬平方米。單計2月份實現
合同銷售金額51億元，按月跌30.6%，
合同銷售建築面積按月下跌20%，至約
80萬平米。
合生創展(0754)今年頭兩個月實現認

購銷售額15.5億，按年增長192%；本年
銷售面積6.5萬平方米；而本年銷售單
價每平方米23,977元，對比去年同期銷
售單價14,216元每平方米，按年升
68.6%。單計2月份，認購銷售額為8.63
億元。
花樣年(1777)2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

2.55億元，銷售面積約32,317平方米，基
本與去年同期持平。今年首2個月之累
計實現合同銷售金額約11.17億元，累計
銷售面積約12.58萬平方米。

萬科銷售同比增半

另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萬科
指，2月份實現銷售面積83.2萬平方米，
銷售金額93.7億元（人民幣，下同）。今
年前2個月累計實現銷售面積244.3萬平
方米，銷售金額284.4億元。萬科2012年
首2個月累計實現銷售金額190.5億元，
即今年同比增長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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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兗礦集團董事長王信。

■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凡 攝

雷軍促新公司註冊展全圖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劉蕊）全國人大代表、金山軟件公司董事

長、小米手機CEO雷軍提案，希望能夠改善創業環境，並建議從改善公司
註冊難開始。「以往註冊公司需要折騰兩三個月。」
日前，國家工商總局同意在深圳、珠海兩地實施商事登記改革，並率先啟

用新版營業執照。「這個好消息超出了大家的想像，不用註冊資本，也不用
營業費，更不用登記費，原來要3個月現在3天就可以搞定。」他說，有不少
創業者聽說消息後就馬上去了深圳、珠海開公司。雷軍說，這樣好的政策希
望能像「新國五條」一樣，在全國鋪開實行，而不是在兩個城市試點。

李小琳倡價格補貼新能源
香港文匯報訊（兩會報道組 涂若奔）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力(2380)董事

長李小琳參加「兩會」分組討論時表示，內地的新能源產業近年來發展速度
很快，其中風電已經成為第三大產業，水電、太陽能、光伏領域的裝機量也
不斷提高，在全世界處於領先水平，但目前各項新能源設施在建設以及併網
上均遇到很大瓶頸。
她稱，國家應加大規劃力度，並且從價格機制和技術開發兩大層面，給

予具體支持。國家要支持新能源發展，首先要利用價格機制進行補貼，而
且補貼一定要到位；其次是加大核心技術的培育，從國家層面給予技術開
發的支持，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強自主知識產權保護。

國務院日前出台的「國五條」細則，明確二手房交易

中個人所得稅按照個人所得的20%徵收。於是，各式

「避稅秘笈」風行網絡，其中，最「絕」的避稅辦法甚

至聲稱僅需幾百元成本即能過戶。但這些所謂的「秘笈」

在專家看來，卻是非常不靠譜。

細看各類「秘笈」，除了此前早已出現的「陰陽合

同」、「做低交易價格」、「假贈予、真交易」等「避

稅」方法外，專門應對此次「新國五條」可能導致交

易個稅激增而「量身定製」的主要包括「虛假訴

訟」、「假離婚」、「多次離婚結婚」等方式，雷人程

度歎為觀止。

避稅怪招層出 想騙人

在微博上，以下避稅方法的轉發量超過萬條：「抵

押房產償還欠款買方先把房款交給賣方。賣方按照房

款，打一張欠條給買方，並以房產做抵押。然後，買

方以賣方欠款不還起訴到法院，賣方承認欠款，表示

無力償還，願以房產抵償。最後，買方拿 法院判決

書去房產中心過戶。這樣，不論是否限購，都可以過

戶。」

另一種「多次離婚結婚」的避稅方法，更是令人

眼花繚亂：「買家賣家合計離婚、結婚6次。首先，

賣家離婚，準備出售的房產歸於丈夫；接 ，買家

離婚，若買家有房產，也歸於丈夫；隨後，賣家丈

夫攜帶房產與買家妻子結婚，房產共有；然後，賣

家丈夫與買家妻子離婚，房產歸於買家妻子；最

後，買家、賣家各自復婚，房子跟隨買家妻子成為

夫妻共有財產。」

扮抵押假離婚 行不通

不過，在業內人士看來，此等避稅方法非但走不

通，甚至還有可能人財兩空。例如「虛假訴訟」，如

今法院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相當嚴格，法院會要求欠款

方提供轉賬信息、支付憑證，意即證明買方當初如何

借款給賣方，若欠款數額與房產價值正好同等，法院

會認為這是非真實債務，是違反法律規定、逃避稅法

的行為，通常都會判決欠款無效，這樣一來，對於已

經付款的買方來說，風險極大，很可能要不回房款。

更重要的是，「虛假訴訟」是一種妨礙民事訴訟的行

為，嚴重的還可能被法院罰款甚至拘留，最長拘留時

間是15天，同時還涉嫌刑法上的逃稅罪。

至於「假離婚」，上海大邦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

人、律師張黔林表示，暫不論其中的道德風險，即使

法律上的確可行，但風險實在太大。張黔林說，目前

內地法律對夫妻間房屋過戶的確不徵稅，但有兩個問

題無法迴避：一是弄假成真，雖然是「假」離婚，但

一旦領取了離婚證，法律上也成了「真」離婚，如果

一方離婚後不願復婚，那另一方也只能望塵莫及；二

是復婚後將來如再離婚會發生財產糾紛。離婚登記

時，離婚協議上子女、財產歸誰都要寫清楚，不管寫

上財產歸哪一方，將來復婚的話，法律上講，這些財

產就是這一方的婚前財產，將

來即使再離婚，也不能分割這

部分財產。

房產「避稅秘笈」風行 招招藏險
記者 章蘿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