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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审议的车
船税法草案二审稿吸纳民意!对原草
案规定作出大幅调整!降低排气量在
$!&升及以下乘用车的税额"

乘用车是指核定载客'人或'人
以下的小型客车"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张柏林在作说明时介
绍!目前$!&升及以下乘用车占乘用车
总数的()"左右"

现行车船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
细则规定!小型客车按%*"元至**"元
的税额幅度统一计征" $"+"年+"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车船税法草案
一审稿将现行规定修改为按排气量
大小分档计征! 税额幅度为*"元至
,-""元"

有些常委会委员提出!车船税的
税额幅度上调过大!给群众增加了负
担! 建议经更细致的测算后适当降
低" 此外!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时!不少公众也要求降
低税额幅度"

经相关部门研究!草案二审稿提

出的修改方案是#仍将乘用车按排气
量划分为七档!但将$!"升及以下的税
额幅度降低!具体是#

+!"升!!"以下的年基准税额保
持不变!仍为*"元至%*"元$+!"升以上
至+!*升!!"的年基准税额由一审稿
规定的%*"元至**"元降为%""元至,-"

元$+!*升以上至$!"升!!"的年基准税
额由一审稿规定的**"元至'*"元降为
%*"元至**"元"

张柏林说#%这样!$!"升及以下乘
用车的名义税负不会增加" &

同时!从税负的阶梯式递进考虑!

草案二审稿对$!"升以上至-!"升 !!"

的税额幅度也相应做了些微调#$!"升
以上至$!,升 !!" 的税额为**"元至
+$""元$$!,升以上至%!"升!!"的税额
为+$""元至$-""元$%!"升以上至-!"升
!!"的税额为$-""元至%*""元$-!"升
以上的税额仍为%*""元至,-""元"

张柏林指出!这样存量车船的车
船税收入与原来收入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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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从上海市地税部门了解
到! 根据上海市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
据!房产税应税住房房价低于$(-$*元#

平方米的!税率减为".-/!超过这一价
格的房产税税率为&.*/"

根据#"#$%&'()*+,

-./-012345678$%房
产税实行差别化的比例税率! 适用税
率暂定为&.*/! 但对应税住房每平方

米市场交易价格低于上海市上年度新
建商品住房平均销售价格0倍!!

!

9"

的!税率可暂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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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海南橡胶的
上市是令人满意的"

有些人认为农垦系统几代人辛
苦种植的%,%万亩橡胶林连土地只卖
了-)亿元!大有国资贱卖之嫌" 网络
上也出现了一些帖子!称海南橡胶发
行价较低!有利益输送之嫌"

海南橡胶真的贱卖了吗'一位海
南橡胶的基金流通股股东在接受采
访时称!定价的确比较便宜!但后市
涨幅是借助国际市场天然橡胶价格(

橡胶期货的飙升!一二级市场之间的
差异让他想起了近日在美国上市的
当当网以及当当与投行摩根士丹利
之间的贱卖冲突"

海南橡胶的承销商中信证券人
士解释说! 当时之所以定在,.''元!

是总体询价结果的一个客观反映"

发行人海南橡胶的国有控股股
东海南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
一新对记者表示#%我们没有贱卖国
资! 所有资产都经过了评估机构评
估!经过国资部门认可!而且在二级

市场实现国资增值!上市前海南橡胶
归属母公司权益%(亿元!目前总市值
超过*&&亿元!母公司持有)$.'(/股
权!国资增值超+&倍" &

% im& nopq

对于定价是否过于便宜!王一新
笑称! 海南橡胶首发市盈率高达
().)%倍!创下主板市场历史之最!当
时资本市场对此颇有微词!没有想到
现在又反过来批评定价低"

%其实! 海南橡胶当时提升定价
多募集一两个亿也不是没可能!但是
要给予一级市场一定的折价空间!二
级市场才会有活跃的交易"我不愿意
自己拿回一大堆钱!然后破发!让投
资者和股民骂我" 这是我们的策略!

要平衡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收益!

才会使海南橡胶的后市表现比较
好" &王一新曾经在中海油任办公厅
主任! 对资本市场的技巧较为熟悉"

他认为国家保持了对海南橡胶的绝
对控股!同时又放大了海南橡胶的市
值和名声!这是最大的收获"

海南橡胶和中信证券都对记者表
示!一些观察人士对%贱卖&的概念理
解是有误的" %有些人错误地以为我们
把土地也上市了!他们认为%,%万亩土
地卖掉了!其实!我们上市的只是土地
上橡胶林木资产! 土地是海南省人民
政府批准! 从海南农垦集团承包而来
的!为期%&年!到期自动续约" &

多家机构投资者人士称! 海南橡
胶上市的时机很好! 去年底天然橡胶
为每吨%.$万元!一个多月飙升到每吨-

万余元" 海南橡胶被认为是股票中的
期货!其中不排除游资炒作的可能性"

王一新表示!这说明海南橡胶是
在一个最恰当的时点发行了股票!不
是有意卖低价!而是赶上好时候"%一
路飘红!让千万股民有回报!我很开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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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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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面好不好' 中
线有没有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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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多买进! 后市如何
操作'

�! i���?ArÄÅ0¢

ÆÇ4ÈÉXQ% GHIJ�ÈÉ

ÊËº(Ì°�0¢(ÄÅÍº(�Î

Ï�}NÐÑÒ�0¢&©ª�Ó©

ÔÕÖ

!

×

!-

Ø % ÙÚ��

++%.

Û

Ü%À}��Ý^³®Þßà&

'

) ij���� ! i���

(

)%(((*

%)����(

%%+',-

%后市
走势' 能否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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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网上发行数
量#))*&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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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两市小幅低开后快速回补早
盘缺口!随后围绕$(,&点震荡整理" 在
黄金(开发区(造纸(生物制药(新能源
等板块轮番启动下!股指缓慢上升!并
创出日内高点$(*(点" 由于拉升时量
能明显不足!显示大跌后市场谨慎!追
高意愿不强!股指随后回落" 在%两桶
油&杀跌及地产股等板块加速回落下!

临近收盘!沪指出现一波放量跳水!并
创日内新低$(%'点" 因下方承接力强
大!沪指随后在大量买盘推动下再次回
到$(*&上方!日5线收缩量小阳线"

截止收盘!沪指报$(*$点!涨)点!

涨幅&.$,/!成交2%)*亿元$深成指报
2$-'$点! 涨2'点! 涨幅&.2*/! 成交
2&*(亿元"

从盘面上来看!个股涨跌不一" 板
块上!新三板概念股(黄金(造纸(环保(

物联网(电子器件(生物制药等板块涨
幅居前!水泥(石油(农林牧渔(建筑建
材等板块跌幅居前" 金融(地产等权重
板块表现一般!拖累指数上行"

国金证券认为经过大跌之后!人气
没有迅速恢复!市场仍处谨慎期" 从盘
面看!反抽力度较弱!相比主板市场!创
业板(中小板相对较强!市场在宏观趋
紧趋势未变(外部局势动荡未平的大环
境下!市场热点有可能转换到中小市值
个股上" 市场短期将延续震荡!行情正
在向纵深发展!%两会&前市场有望震荡
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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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前从银华基金公司获悉!旗
下第2'只基金产品)))银华中证等权
重'&指数分级基金$月$%日起正式发
行!投资者可通过建行(工行(中行(招
行等银行及各指定券商进行场外(场内
认购" 值得关注的是!从目前6股估值
来看!以中证等权重'&指数为代表的中
大盘股市盈率在2%倍左右!估值优势突
出!投资价值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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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只股票型基金有%,*只上
涨" 其中!以东吴行业轮动基金表现最
为抢眼" 数据显示!$月2-日)$月2(日
间!东吴行业轮动基金周涨幅达).%,7!

位居同期股票型基金涨幅首位"

据悉!除了东吴行业轮动外!东吴
旗下多只基金凭借出色的选股以及把
握市场节奏能力!在此轮反弹中表现抢
眼! 均超过同期-'-只偏股型基金平均
收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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