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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在!$#(年底前实现银行卡
助农取款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农村乡
镇#行政村的基本覆盖$ 根据央行要
求"开通卡种仅限借记卡"且每卡每
日最高取款限额#$$$元$

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是银行卡
收单机构在农村乡/

Õ

0%村的指定合
作商户服务点布放银行卡受理终
端" 向借记卡持卡人提供小额取款

和余额查询的业务& 此项服务依托
简单%易操作的'银行卡)*+"机(进
行创新"延伸了银行金融服务触角"

便利了农民支付"契合了农村需求$

央行要求" 各金融机构对持卡
人应采取较低的收费标准) 余额查
询业务不得收费* 对于本行取款业
务"同城不得收费"异地不超过本行
异地汇兑手续费* 对于跨行取款业
务" 不超过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
取款手续费& 严禁服务点向持卡人

收取任何额外费用&

为确保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稳
妥开展"央行同时明确了多项风险防
范措施)

一#助农取款服务开通区域仅限
农村乡/

Õ

1和行政村"开通卡种仅限
借记卡"严禁信用卡开通"且每卡每
日最高取款限额#$$$元&

二# 助农取款服务仅允许使用普通
*+"机和有硬件加密功能的电话支付终
端"避免卡片侧录等风险事件的发生&

三#建立对收单机构和取款服务
点的准入#监督和退出机制"确保信
誉良好#运作规范#遵纪守法的收单
机构和服务点才能从事该业务&

四#为防范假钞风险"要求收单
机构加强假币识别宣传"取款服务点
逐笔登记取款信息"对争议现钞要当
场更换&

五#各地先选择乡镇试行后再稳
妥推开"单个乡镇或行政村的服务点
不得超过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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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国家粮食局#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以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日公布'三公经费(账单&

值得注意的是" 住建部在公务接待费
方面" 去年决算和今年预算分别仅为
!%-$'万元和#(-&.万元&

与其他中央部门动辄几百万元#

上千万元的接待费相比" 住建部堪称
节约&

据记者统计"在已公布'三公经费(

的各部门中"去年接待费最高的是中国
科学院"达&&&.-.万元"其次为农业部"

达(%..-%,万元"最低的为国务院发展研
究中心"仅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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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日发布数据显示"!$##

年#至%月" 全国税收总收入完成
.$$!,-/(亿元"同比增长!&-%0&

财政部表示"#至%月"税收增长
较快的主要原因是)

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提高&
价格因素&我国绝大多数税种"

如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和
进口环节消费税#增值税等"都是从
价税&上半年"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
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均同比上
涨"价格的上涨"带动了以现价计算
的税收收入增长&

受上年企业所得税和去年末进
口环节税收跨年汇算清缴和年初集
中入库的影响&

税务机关进一步加强了税收的
征收管理&

$��%

'月#,日"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

深圳市住房限价将进入'深度(调控"

包括将上次调控政策中'价格增幅不
超过12*涨幅(的目标修订为'价格月
度环比零增长(" 以及对单个项目将
不进行整体限价"而是分为&$平方米
以下#&$+#//平方米##//平方米以
上三个面积段分别限价等措施&

深圳房价调控新政将于,月#日
开始执行& 至此" 深圳市成为执行'

月#!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的首个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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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近期国内外形势可
能利好黄金走势" 相关个股值得
关注"可在3股市场深度挖掘三类
黄金股的交易性机会)

其一是震荡市场中" 关注强势
领涨# 持续反弹的先行黄金股��

�

* 其二是具备比价优势的黄金股

����

& 山东黄金增发价格为
/%-'元"本周一收盘是.$-!,元"按照
增发价格的升幅仅为'-%'0"可见山
东黄金具备很大的比价空间" 后市
值得重点关注*其三"重组后业绩得
到提振的黄金股���c也值得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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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在
针对市面上($种畅销面膜的调查
中发现" 其中过半产品检验出可
致过敏的防腐剂" 长期使用可能
引致红疹等过敏性皮肤病&

据香港消委会'月#.日公布"

本次检验的($款面膜大部分都为
消费者熟知的国际品牌" 价格在
港币($元至/$$元不等"其中#'款

面膜检验出含有可致敏防腐剂
'对羟基苯甲酸酯("含量从$-$#0

至$-(0不等&

其中" 号称风靡好莱坞的明
星品牌'456789:(的'水分舒缓面
膜(防腐剂含量最高"其他诸如大
牌香奈儿的 '深层保湿水盈面
膜(# 英国 '美体小铺 ;<76 =>?@

"7>AB( 的 '维他命C深层补湿面

膜(#大众品牌欧莱雅的'水感保
湿面膜(等也赫然在列&

据香港消委会介绍" 香港目
前并没有化妆品含防腐剂的标准
含量" 如果以内地颁布的 'Ö×

ØÙÚÛÜ( 作为参考标准" 这
些面膜产品的相关防腐剂含量仍
在$-,的上限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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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日从中国公安部交通
管理局获悉"截至今年%月底"全国
机动车总保有量达!-#'亿辆& 其中"

汽车&,/%万辆"摩托车#-$!亿辆& 全
国私家车保有量破'$$$万辆&

据悉" 目前##个城市汽车保
有量过百万& 其中"北京达到/%/

万辆&

据介绍" 小汽车作为目前汽
车消费的热点" 保有量呈现出快
速增长态势" 在载客汽车保有量
和增量两项数据中均占较大比
例& 截至%月底"全国载客汽车保
有量为%',.万辆" 其中小汽车
%#/%万辆"占&$-%0& 从统计情况
看" 上半年小汽车增加%.#万辆"

占载客汽车增量的&'-,0"是载客
汽车的主要增长点&

据统计"截至%月底"全国私
家车保有量达'!$%万辆" 占汽车
保有量的'(-!0"比!$#$年底上升
#-!#个百分点&个人汽车拥有率不
断提高" 私家车作为民众出行的
交通工具日益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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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沪深股市呈现低位震荡走
势& 早盘两市弱势走低" 沪指跌破
!,$$点整数关口" 连续丢掉.日# #$

日两条均线* 午后大盘依然围绕!,$$

点位展开争夺" 龙头股保利地产和万
科3一度带动地产板块绝地反击" 助
大盘止跌企稳" 但其孤掌难鸣" 至尾
市失守!,$$关口&

截止收盘" 沪指报!'&%点" 跌#&

点" 跌幅$-'$0" 成交##$'亿元* 深
成指报 #!(,#点 " 跌 #$&点 " 跌幅
$-,'0" 成交&!&亿元&

在盘面上"家电#水泥#陶瓷#汽
车#造船等板块跌幅居前*黄金#电器#

煤炭#地产#有色板块逆市飘红&

分析人士称" 股指在%$日线形成
支撑" 日线技术指标再度向空头趋势
转化"分时图走势一般"大盘仍有调整
的需求& 从短期看"最近反弹以来红4

线多于阴线"以进二退一的方式上涨"

有利于股指消耗两方面的压力) 也就
是套的割肉" 获利的出& 有利可图的
买"守不住的卖"让他们自然换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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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指在!,$$点附近已经震荡盘整
十多天了"该如何操作才能赚钱!

对此"财通证券黄小宁#西南证券
黄昌全两位分析师表示" 沪指在!,$$

点附近的拉锯战短期还将继续" 投资
者可低吸高抛作波段操作" 并建议投
资者逢低关注大消费#军工#资源以及
超跌等四大板块和题材&

'在D*E创出(年来新高%-/0的同
时"食用油#奶粉#运动服#月饼等一些
消费品酝酿可能涨价",猪- 之外的新
涨价因素似乎正在蓄势& (对于潜力板
块"黄小宁表示"大消费概念将明显受
益" 建议投资者关注食品饮料行业的
²³²

#旅游行业中的./

�]´

#文化
产业中的µ¶��等& 另外"还可关注
±g·¸&¹º��以及»ºgh等&

黄昌全表示" 资源股是在通胀预
期下配置的首选品种* 超跌股是每次
反弹行情中反弹欲望最强的" 也是相
对容易把握的& 投资者可重点关注这
两大板块& 另外"他建议短线能力较强
的投资者可以关注新股和次新股"一
些尚未启动的低价股也值得密切关
注"个股如¼½¾¿&±À�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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