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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板块

$ 新股上市

专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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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近半年，《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下称《暂行条例》）基本敲定。

尽管有种种阻隔，但被认为有助于
反腐，拟将官员房产纳入统一信息系统
的不动产登记条例依然将按期出台。

澎湃新闻独家获悉，《不动产登记
暂行条例》已由国务院签发，定于年内
颁布，自2015年3月1日起施行。

从1995年开始，中央先后颁布了
《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
项的规定》等多个文件，官员的申报范
围也从“收入”，扩展到不动产、股票
等。但是，反腐效果却并不明显，而

“查房反腐”的一个瓶颈，在于不动产
登记制度的不统一、不完善。

此前有媒体报道，不动产信息登

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将与官员财产申
报信息等系统并轨，官员瞒报登记资
产信息将被“刹车”，“依法以人查房”
已被写入《不动产登记条例》。

今年8月1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
室就《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
稿）》（下称《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
见，《征求意见稿》共6章30条。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程啸表
示，条例的一大优势在于，此前庞杂而
分散的不动产系统将会整合成一个统
一的平台。对于打“老虎”来说，不再
需要各地搜集线索，而只要经过一个
平台就可以查询某一特定个人名下的
全部不动产。

程啸称，即将颁布的《暂行条例》较

《征求意见稿》多了5条，主要增加了不
动产登记的类型等条例，现在共35条。

对比此前的《征求意见稿》，此次
暂行条例对登记类型、登记权利、不动
产登记人员、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审查
职责、登记错误的赔偿职责等方面进
行了明确。

“《征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后，此
次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更加科学
了，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的意见也吸
纳进去了不少，但会不会再有变动尚
不明确，毕竟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开”。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不动产法研究所
所长尹飞说。

澎湃新闻联系了多位参与不动产
登记相关工作的学者得知，增加的登

记类型中明确了不动产首次登记、变
更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更正登
记、异议登记、查封登记等适用《暂行
条例》。

尹飞称，《暂行条例》中做了这样
一个一般性的列举，起提纲挈领的作
用，同时为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各种
登记类型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暂行条
例》对不动产登记人员也做了相关要
求。程啸提到，不动产登记涉及到广大
民事主体的重要财产权，本身是个专业
性很强的工作，国外往往有不动产登记
官。修改后的《暂行条例》明确，不动产
登记人员应当具备与不动产登记工作
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能力。这也

为将来提高不动产机构工作人员的业
务素质提供了保障，也为不动产登记的
真实性与准确性奠定了基础。

此次的《暂行条例》对登记错误的
损害赔偿责任也作了规定。强调了对
于登记机构登记错误对他人造成损害
或者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申请登记
赔偿责任损害应当按照《物权法》的规
定承担赔偿责任。

另外，登记权利、登记机构的审查
职责方面也稍有改动。

尽管暂行条例即将出台，但我国
的不动产登记仍面临许多问题，“出台
后，看市场上的反馈，发现问题的话再
来完善条例更符合市场需要”，相关学
者称。 （据东方早报）

不动产登记条例12月颁布 明年3月施行

27省出台办法
截至2013年底，全国参加新农保

和城居保的总人数达到4.98亿人，其
中城镇居民2399万人。而按月领取
养老待遇的城乡老年居民1.38亿人，
其中城镇老年居民近1000万人。

据记者梳理发现，目前除了内蒙
古、西藏等4个省份暂未出台相应规
定，其他27个省份均明确了城乡养老
保险的相关内容。

此外，记者发现，各地在实施办法
中均强调了在2020年前，要全面建成
公平、统一、规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制度，与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等其他社
会保障政策相配套，充分发挥家庭养老
等传统保障方式的积极作用，更好地保
障参保城乡居民的老年基本生活。

一直以来各地养老保险金地域限
制、多轨制、碎片化备受诟病。十八大
报告提出，要实现基础养老金全国统

筹，就是要建立一个国家养老金蓄水
池。而国家养老金蓄水池是指，从全国
各地收取到的养老保险金归全国统一
管理、分配。这样一来，无论在哪里工
作，都可按当地标准积累养老金。即使
回到偏远家乡，也不用担心会按照家乡
的平均工资水平确定养老金额度。

分档标准不一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城镇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包含保险由
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构成。
目前我国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中央
统一规定的每人每月55元。而个人
缴费则是缴纳越多，政府补贴也越
多。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月计发标准，
目前为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除以
139。参保人死亡的，其个人账户资
金余额可以依法继承。

根据《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的个人缴费标准由过去的
10档，增至12档。即每年100元、200
元、300元、400元、500元、600元、700
元、800元、900元、1000元、1500元、
2000元12个档次，参保人自主选择档
次缴费，多缴多得，而地方人民政府也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缴费档次。

记者梳理发现，个人缴费方面，江
西、上海、吉林等近半数省份都是跟随国
家标准，在100元与2000元间分了12
个档。而目前已经出台办法的省份中，
有些分档更为细致。其中，分档最多的
省份是福建省，目前每年100元至2000
元之间共有20个档次，每100元一档。

基础养老金最高差10倍
据记者统计，目前我国平均基础

养老金额度约为每人每月90元，安徽、
江西、陕西等5省份基础养老金额度连
续多年未提价，均保持55元的国家最
低标准。而超过平均值的仅有上海、

北京、天津等8个省份，约为总数3成。
其中，今年上海基础养老金的月

计发标准调整为了540元，累计缴费超
过15年的参保人员，每超过1年，其基
础养老金可以增加10元，目前位于全
国榜首位置。与保持最低水平的省份
相比，养老金金额差了整整10倍。

然而，随着物价的上涨，城乡居民
养老保险的“含金量”也在不断下降。
记者通过对比各地居民月均可支配收
入发现，上海不仅养老金额度最高，其
占比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最高的，人均
基础养老金数占到当地居民月均收入
的13%。相比而言，安徽、福建等地养
老金却仅占到可支配收入的2%左右。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辽宁、福建、
山西等地，养老金额度在省内也并不
在一条线上。例如，根据辽宁省规定，
基础养老金额度为每人每月70元，但
大连的标准却是每人每月150元，并
且有计划提高至180元。

27省出台城乡养老金制度
各地之间最高差10倍

由国家统一发放调节
针对目前我国各省基础养

老金标准不同，中国社科院世界
社会保障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向
记者表示，基础养老金国家最低
标准是55元，允许各地方调整，
一般是中央出一部分，地方出一
部分，各省差别大的主要原因是
各个地方的财政能力不一样。

房连泉认为，基础养老金的
标准最好能够在全国范围内统
一规划，国家应出台相关政策缩
小各省基础养老金的差距，制定
统一的标准，由国家统一发放，
减少各省地方性的影响，并根据
物价水平等因素调节。

（据法制晚报）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表
示，2123点以来“钻石底”打磨周期
基本完成，市场向上基础牢固，A股
真实牛市即将到来。

对于周二股市大涨，李大霄认为
主要由以下几大利好因素造成：

一、利率水平下降。受益于央行
一系列宽松刺激措施以及金融机构
监管部门的规范整顿措施，实体经济
融资成本开始显著回落，利率下降目
的就是让资金流入实体经济，提高上

市公司盈利能力。
二、增量资金入市。李大霄认

为，沪港通拓宽外资入市渠道，为A
股市场引入“活水”。

三、蓝筹股恢复估值。银行、券
商等蓝筹股大幅上涨并逐步恢复估
值，是本轮股市最重要的催化剂。从
市盈率比较来看，沪深300的静态市
盈率只有9.27倍，上海综合指数的
静态市盈率为10.25倍，因此蓝筹股
后市依旧存在上涨预期。

李大霄认为，沪指重上2700点
并不意外，A股已经进入一波真正的
牛市，而不是像2005—2007年那样
的“伪牛市”。这轮牛市是在全流通、
沪港通推出、退市制度启动、注册制
度即将推出等成熟市场机制下运行
的，持续时间将更长。而现在只是本
轮牛市的初期，A股将永别“钻石底”
并长期拥抱繁荣。

对于创业板，李大霄保持警惕。
他说，现在是创业板的世纪级的估值

顶部，需时刻警惕创业板泡沫，尤其
是要远离小盘股、次新股、垃圾股、题
材股和伪成长股等“黑五类”股票，因
为其泡沫必将无情戳破。

李大霄表示，股市行情再好，也
不需要卖房炒股，因为房地产和股市
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只有在两
个领域都是专业的人才能玩得转。
因此，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买好股
就像买好房子一样，是需要不断筛选
和辨识的。 （据网易财经）

沪指暴涨3.11%
昨日截至收盘，沪指报2763.55

点，涨83.39点，涨幅3.11%；深成指
报 9366.95 点，涨 271.19 点，涨幅
2.98%；创业板报 1565.42 点，涨
13.11点，涨幅0.84%；i100指数报
4490.42点，涨1.3%。（据新浪财经）

6新股今日上市
深交所公告，5只新股12月3

日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其中2只新
股在中小板上市，证券简称分别为

“雄韬股份”、“王子新材”，证券代码
分别为“002733”、“002735”；3只
新股在创业板上市，证券简称分别
为“凯发电气”、“三环集团”、“道氏
技术”，证券代码分别为“300407”、

“300408”、“300409”。
维格娜丝时装股份有限公司

3699.5万股A股股票将于12月 3
日在上交所上市交易，证券简称“维
格娜丝”，证券代码为“603518”。

（华泰证券）

周二，券商板块早盘低开后盘
中开始走高，午后集体暴涨，截至收
盘，板块收涨8.94%，盘中最高涨幅
高达9.55%。

方正证券认为，除了沪港通，未
来随着T+0、个股期权等利好预期
的出台，还将对券商板块带来有力
支撑。方正证券预计，券商行业
2014年业绩增速超过60%，2015年
业绩也将实现约30%左右的高速增
长，强烈看好行业，强烈建议抢筹券
商股。

个股方面，方正证券建议以下

标的：1、估值洼地券商。具备股权
激励预期以及H股融资预期，有补
涨需求的广发证券（000776）；2、
具有互联网思维的券商。锦龙股份
（000712）、华泰证券（601688）及
国金证券（600109）；3、短期业绩
高增长且有定增和股东股权结构改
革 事 件 催 化 券 商 。 光大证券
（601788）；4、受益于创新政策的
大券商。海通证券（600837）和中
信证券（600030）；5、国企改革概
念券商。国元证券（000728）。

（据新浪财经）

李大霄：此轮牛市远超2005年
但不应鼓吹卖房炒股

券商股再现涨停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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