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 文匯財經中國經濟 ■責任編輯：黎永毅 2014年4月17日（星期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軼瑋北京報道）記者近日從蘇
寧雲商獲悉，蘇寧易購和蘇寧雲商全國門店將同步發
起「4.18」、五一大規模降價促銷和服務提升攻勢，
直接進行全場比價直降和海量爆款的爆倉銷售，目前
參加爆款活動的商家已被要求每天備貨不得少於1萬
件。
業界表示，蘇寧啟動的此輪大促是2014年蘇寧雲商

雙線運營整合後的第一戰，亦是階段性檢驗蘇寧雲商轉
型效果的重要一役。
「4.18」是個對蘇寧雲商有特殊意義的時間節點。

2012年4月18日，蘇寧易購發起「擊穿全網底價、何必
東比西淘」的價格戰，被認為是蘇寧易購在電商領域連
續價格戰的起點，並在當年轟動內地的「8.15」電商大
戰中達到了頂點，一戰奠定了蘇寧易購在電商行業第一

陣營的地位。

線上線下齊打空前價格戰
而今年蘇寧雲商發起的「4.18」大促，勢必會集蘇寧
雲商線上線下之力，在優勢品類上打一場持續到五一的
空前價格戰。蘇寧雲商運營總部執行副總裁李斌強調，
價格不是唯一，但一定是第一，在雙線同價的戰略決策
中，公司已忽略了短期的毛利要求，意在搶市場、奪用
戶、上規模。
據介紹，此次蘇寧雲商將一改以往「0元購」等力度
雖大、但略顯複雜的促銷形式，直接進行全場比價直降
和海量爆款的爆倉銷售，尤其是這一次線上線下均以爆
款這一互聯網營銷行之有效的手段作為主打活動，蘇寧
雲商已在家電、3C、母嬰、美妝、日用等品類上準備

了數百款暢銷爆款商品，爆款的讓利折扣空間在3至7
折不等，每款供貨數量都是以萬為單位，在貨源數量、
區域倉儲上均做好了充足的準備，確保用戶買得到，而
且送貨體驗也要得到保證。
蘇寧雲商內部人士亦透露，蘇寧雲商此次所備爆款

產品清單已確定，由於力度過大，目前對外還屬於保密
狀態，但基本都是在市場供貨價基礎上還能給出相當折
扣，部分價格堅挺的3C、家電產品也都突破了用戶想
像。

全國門店齊發20億「雲券」
與此同時，蘇寧雲商也已通過門店、蘇寧易購和客戶

端提前發放20億元的「雲券」，消費者可以免費領
取，在4月17日至4月21日五天時間集中使用。

蘇寧易購掀「4.18」大促銷

中
廣
核
12
成
果
亮
相
國
際
核
工
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珍 深圳報道）在周二(15
日)開幕的「第十三屆中國國際核工業展覽會」上，
作為全球在建核電規模最大核電企業的中國廣核集團
展出了12項核電重大科研成果，當中包括中廣核與
中核集團共同研發的自主知識產權三代核電技術「華
龍一號」、適用於二代改進型和三代商用壓水堆核電
站的自主品牌先進燃料組件、多用途小型壓水堆系列
堆型、核級數字化儀控系統產品平台FirmSys、百萬
千瓦級核電站系列模擬機、非能動應急高位水源、反
應堆控制棒驅動機構、核反應堆專用機器人、核燃料
裝卸料機、等離子固體廢物熔融減容處理技術、地坑
過濾器、IVR實驗及工程應用等。
近年來，中廣核以核電新型號研發為主線，以擁有

核心知識產權、推動核電走出去為目標，依托七大國
家級研發中心和綜合熱工水力與安全實驗室，逐步形
成了產學研相結合的科技創新和技術研發體系，研發
出一大批對核電產業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成果。

助中國核電「走出去」
據中廣核新聞發言人胡光耀介紹，圍繞提升核安全

和自主化能力，創運營和工程績效世界一流，中廣核
確定了華龍一號、先進燃料組件、小型堆、先進核能

系統四大戰略專項和20項尖峰計劃，加快形成以核電技術為
主，可再生能源和新業務技術同時發展的新格局，在多個關鍵
領域取得了突破，對實現中國核電技術升級，提升核電安全發
展水平、推動中國核電「走出去」具有重要意義。

GDP增速勝預期 滬指返半年線 保監會擬規範人身保險公司涉網
香港文匯報訊 為規範人身保險公司經營互聯網保險，中國
保監會擬規定出人身保險公司經營互聯網保險需在經營期間保
持償付能力充足Ⅱ類，目前正向社會徵求意見。

償付能力充足率須高於150%
保監會根據保險公司償付能力狀況將保險公司分成三類。充

足II類公司是指其償付能力充足率高於150%，為三類公司裡充
足率水平最高。
據保監會網站上公布的有關徵求意見稿，經營互聯網保險的

人身保險公司運營網站需要取得互聯網行業主管部門頒發許可
證或完成備案，且未受到重大行政處罰。
另外，徵求意見稿還要求，運營和業務管理系統支持在線投

保、保全、退保、理賠等運營功能，以及交易信息保存、單證
實時查詢、售後服務和投訴處理等服務功能；保險公司需建立
包括交易安全、宣傳銷售、服務標準、單證管理、投訴、應急
處理及內部風險管控等內容的互聯網保險管理制度。

跨境電商雲集前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位於前海灣保稅港區的

保宏電子商務綜合服務平台日前重新啟動。目前每天通過該平台
出口的跨境電商包裹上千件。根據規劃，未來前海灣保稅港區的
跨境電商業務巨大，年出口額超過200億元人民幣(下同)。

望解決資金短缺難題
為了促進前海電商發展，深圳海關、前海管理局緊密合作，

在前海灣保稅港區推出前海「跨境易」服務模式，通過採取分
送集報、合併同類項、產品提前備案等通關監管措施，打通通
關環節。保宏電子商務公司負責人表示，「解決通關和倉儲運
輸只是第一步」。目前，公司正與入駐前海的商業銀行磋商，
以庫內庫存和在途庫存質押的模式，將商業銀行的融資產品，
直接推薦給廣大的出口電商，解決出口電商資金短缺的難題。
另外，前海股權交易中心小貸短期定向融資工具產品發行暨

業務合作簽約儀式近日在深圳舉行。記者獲悉，該中心將推出
小貸融資工具產品，分三大類模式來為小額貸款公司進行融
資。據悉，前海股權交易中心近日已甄選優質信貸資產，推出
了首個小貸融資工具產品。前海股權交易中心負責人表示，通
過前海股權交易中心的創新業務，有望激活60億元資金，可為
6萬個體企業主（件均數額為10萬）或1.2萬家小微企業（件均
數額為50萬）提供貸款。

保利地產傳發5年期美元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嘉銘）內房企保利地產計劃透過海外

子公司發債融資。據道瓊斯引述的銷售文件顯示，該公司正發行
5年期美元計價債券，現按同期美國國債加約390個基點的初步指
導息率，向投資者詢價，發債規模仍待確定。集資所得，主要用
作為現有債務再融資、一般企業用途，以及作為利息儲備戶口的
開支。消息人士透露，債券將於港交所上市。中信証券及匯豐擔
任今次發債的聯席牽頭經辦人及聯席賬簿管理人。

新股發審會將重啟
中證監傳限投行今日前提交IPO補充材料

多位投行人士透露，中證監前天通
知要求，已更新財務數據的擬

IPO企業，無論募集資金是否變化均
需出具保薦機構專項說明；近期準備
更新財務數據的擬IPO企業，上報材
料時一併上報募集資金差異說明。同
時，若擬變更上市地點，還需報送發
行人和投行的專項說明。
相關人士指，根據證監會通知，已
更新財務數據的擬IPO企業本周將進
行預披露。一旦預披露，將不能變更
上市地點。他們認為此舉清晰傳遞出
發審會要重啟的信息，估計下周就會
重啟發行部的初審會。

已有37家預披露上市材料
按照中證監的 IPO審核流程，擬
IPO企業落實反饋意見後，預先披露
其上市材料，隨後進入初審。在證監
會出具初審報告並告知發行人及投行
做好發審會準備後，召開發審會。目

前已有37家預披露其上市材料。
不過，中證監官方微博昨日上午指

出，因在審企業需補充最新財務審計
數據，目前還沒有召開首發企業的發
審會，相關工作進展略晚於前期預計
的工作進程。隨着企業補充材料工作
陸續完成，具備條件的企業將按照正
常程序推進後續審核工作。證監會微
博還重申相關審核程序，在召開首發
企業發審會前五天，中國證監會將依
規定發布會議公告，公布上會企業名
單和會議日期等。

投行：新股發行重啟或再等
報道引述投行人士指，近期證監會

對新股發行制度進行了部分修正，而
且部分配套文件還未公布，發行人和
投行需要根據新的規定修訂其上市材
料，新股發行重啟時間或要再等待。
中國證監會新聞發言人張曉軍上周

五在例會上說，新股發行改革的部分

配套文件仍在抓緊制定，例如落實首
次公開發行股票、再融資和重大資產
重組對即期回報的攤薄及填補措施有
關事項規定，相關進展情況將及時公
布。
中信證券( 600030.SS)在其早報中指

出，發審委重新工作時間點似乎早於
預期，將對短期市場情緒造成一定影
響。首先進行IPO的應是已過會的27
家企業，時間點可能在5月初，資金需

求大約是200億元人民幣。而另一家合
資投行人士則預計，根據相關準備工
作進程，A股新股重啟時間可能會在5
月底。
在暫停一年多後，今年1月A股IPO

重新啟動，不過在首批48家公司集中
發行後，因擬上市公司需補充經審計
的最新年度財務數據，新股發行又告
暫停。目前已向證監會申報上市申請
等待審批的企業約670家。

香港文匯報訊 由1月中暫停至今的A股首次公開發行（IPO）

審批有望近日重啟。據路透社引述市場消息指，中國證監會周二

下午突然要求各家投行盡快補充IPO相關材料，需在今日下班前

提交。業內人士分析，此舉意味着A股新股審批程序即將開始，

證監會發審會近期可能重啟，不過新股發行的重啟仍需等待。

前海15%稅收優惠產業不包金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深圳地稅局近日披露《前海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物
流業、信息服務業、科技服務業、文化創
意產業四大類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
稅，但金融業不在其中，這無疑令業界人
士失望。
「前海產業優惠目錄」被外界認為是前海

最大的優惠政策，因為符合政策的企業可減
按15%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該目錄與橫
琴和平潭的產業優惠目錄一起獲得國務院批
覆，但目錄顯示，三地金融業均未進入15%
稅收優惠產業目錄。

優惠目錄涉四產業21小條
前海產業優惠目錄包含現代物流業、信息

服務業、科技服務業、文化創意產業四大類

21小條，其中現代物流業4條、信息服務業
8條、科技服務業4條、文化創意產業5條。
但備受關注的金融業則不在產業優惠目錄之
列，無疑令許多進駐前海的金融企業失望。
業內人士稱，前海可能仍在爭取將金融業納
入其中。
深圳地稅局介紹，對設在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的鼓勵類產業企業按15%的稅率
徵收企業所得稅。上述鼓勵類產業企業是指
以所在區域《企業所得稅優惠目錄》中規定
的產業項目為主營業務，且其主營業務收入
佔企業收入總額 70%以上的企業。
該政策適用時期為2014年1月l日至2020

年12月31日，共7年，從2014年一季度開
始，符合條件的企業可以享受15%稅率優惠
政策，以前年度繳納的企業所得稅稅款不再
退還。

廈台交會閉幕獲逾8000萬訂單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葉臻瑜
廈門報道）為期
4天的第18屆海
峽兩岸機械電子
商品交易會暨廈
門對台進出口商
品交易會 15 日
在廈門閉幕，簽
訂訂單及意向訂
單逾 8,000 萬元
人 民 幣 （ 下
同），台交會已
成為兩岸業界公
認的「中國機電第一展」。
本屆展會展覽總面積80,000
平方米，共有950多家機電商
參展，展位總數達3,800個，
其中，有300多家台灣和台資
企業參展，展位數達750個，
同比增加25%。台交會設有機
床、橡塑機械、工模具、光
電、工控、焊接、印刷設備、
工程機械等專業展區。共吸引
了來自 32 個國家和地區的
39682名專業客商參會。

逾9成參展企收穫豐
主辦方統計顯示，今年的參
展企業中90%以上獲得了金額
可觀的銷售訂單，部分企業達
成了合作意向。其中，世界機

床龍頭企業山崎馬扎克現場接
獲訂單800多萬元，15年連續
參展的海天塑機現場接獲訂單
近2000萬元；揚森數控和上海
萊震機均喜獲1,000萬元的訂
單。
此外，首次抱團參展的台灣

機床銷售同業公會，匯集了程
泰、油機、亞崴、崎發四大台
灣機床品牌，展出的台灣製造
數控加工中心、數控車床憑借
高性能、高性價比，深得客商
青睞，現場達成意向協議1,100
萬元；台灣協鴻機械攜帶4台數
控加工中心樣機參展，在展覽
期間被客商全部訂購，總價值
400萬元；台灣建德磨床、台灣
大立加工中心也接獲上千萬意
向訂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裘毅 上海報道）內地首季
GDP增速高於預期，滬深兩市低開縮量震盪，上證
綜指圍繞2,100點附近上下，收盤站上半年線，報
2,105點，漲3點或0.17%，成交751億元（人民幣，
下同）；深成指報7,468點，漲18點或0.25%，成交
840億元。兩市成交均較上日萎縮。創業板指報1359
點，跌0.77%。

券商銀行股力撐股指
國家統計局公佈2014年首季GDP較上年同期增長
7.4%，高於市場預期的7.3%，但較2013年四季度
7.7%有所放緩，並創1990年以來最低。兩市低開高
走，券商、銀行板塊反彈拉升股指，但其餘權重股

走勢分化，盤面熱點切換快速，前期受資金關注的
題材股紛紛回調，股指衝高回落，之後上證綜指圍
繞2,100窄幅上下，以陽十字星收盤。創業板早盤一
度跌幅超1%，隨後觸底回升，但仍收在半年線下
方，IPO重啟的利空仍未兌現，創業板仍面臨較大
壓力。

政策利好新疆漲近2%
盤面上看，板塊漲跌各半，絲綢之路概念領漲，

新疆、迪士尼、水泥、充電樁、銀行、券商、電
力、房地產等漲幅居前；民營醫院領跌，網絡安
全、智能機器、次新股、稀土永磁、3D打印、醫療
器械、計算機等跌幅居前。兩市共13股漲停，無跌

停，12股跌超5%。
新疆股漲近2%，最近5日漲近5%。據悉中央政府

對扶疆新政的政策定調是，支持新疆只能加強不能
削弱，多部委據此正在完善新一輪扶疆政策，並擬
在6月召開的第五次援新疆工作會議上推出。
分析師指出，成交量繼續萎縮，市場觀望氛圍

仍然濃重，未來政策走向依然影響大盤方向。湘
財證券分析師朱禮旭表示，GDP數據顯示當前整
體經濟需求偏弱，房地產行業開工和投資都有大
幅下行，因此市場預期房地產方面的政策可能出
現鬆動。
數據對昨天大市影響不是特別大，關鍵是未來政

策的走向可能是影響市場比較重要的方面。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
統公司（俗稱「新三板」）總經理助理隋
強昨日表示，新三板交易支持平台將分兩
期上線，5月份上線的一期將支持協議轉
讓、兩網及退市公司股票的集合競價轉讓
等功能；做市轉讓功能預計將於8月份上
線。
據路透報道，隋強透露，一期交易支持平

台上線後，單筆報價委託股數最低數量從
30,000股調整為1,000股；並增加自動匹配
成交功能，對於價格相同、方向相反的投資

者定價委託，如果投資者未在規定時間內完
成人工點擊成交確認，系統將在收盤時自動
匹配成交。
他並表示，結算模式將調整為多邊凈額擔

保交收，即由中國結算為掛牌公司股票轉讓
提供凈額擔保交收服務，當日收盤後清算並
辦理股票過戶和資金簿記處理，次日完成資
金交收。
交易系統成功上線後，新三板的交易平台

將從深交所的交易系統正式切換到新三板交
易支持平台。

新三板交易平台5月上線

■作為全球在建核電規模最大核電企業的中國廣核集
團共展出了12項核電重大科研成果。圖為嘉賓參觀中
廣核展台。

■中國證監會傳周二下午突然要求各家投行盡快補充IPO相關材料，需在今日
下班前提交。 資料圖片

■蘇寧易購和蘇寧雲商全國門店將於明日(4月 18
日)、五一大規模降價促銷和服務提升攻勢。 資料圖片

■圖為廈工機械展區。 林舒婕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