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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强险正式对外资开放
4

月
30

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修改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

的决定》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
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一款由原来的“中
资保险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修
改为“保险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从
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
务”。该决定自

5

月
1

日起实施。条例的修
改，标志着我国正式向外资保险公司开
放交强险市场。这也意味着今后消费者
在投保车险时，可以将外资车险公司纳
入选择范围了。 成都商报记者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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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53.3%
连续5个月回升
创13个月新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国家统计局

服务业调查中心昨日发布数据，4月份中国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3.3%，较3月
上升0.2个百分点，这是制造业PMI指数连
续第五个月回升。

资料显示，制造业PMI指数从去年11
月份的阶段性低点49%连续5个月回升，升
幅可观，其中，3月份PMI较2月份升幅达到
2.1个百分点；此番公布的4月份PMI指数
创下近13个月来新高，同时高于去年同期
52.9%的水平。
“从PMI指数看，经济增长的‘双稳’

格局正在初步形成。”中国物流与采购联
合会副会长蔡进说，一方面宏观经济增长
在趋稳基础上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
面，购进价格指数回稳下行，适度的经济增
长和适度的通胀正在形成。
当日公布的分项指数显示，同3月相比，

生产指数、新出口订单指数、供应商配送时
间指数上升，其中生产指数上升幅度较大，
达到2个百分点；从业人员指数持平；其余7
个指数下降，其中新订单指数、采购量指数
降幅较小，在1个百分点以内；在制造业21个
行业大类中，有16个行业PMI指数高于50%；
与此同时，价格呈现回稳下行，4月购进价格
指数为54.8%，较3月回落1.1个百分点。
蔡进乐观地认为，经济增长在一季度

已经见底，二、三季度将逐渐好转。他透露，
根据测算，二季度经济增长将会在8.2%到
8.3%之间，三季度也将维持相当水平，不
过，受复杂外部经济形势影响，四季度仍存
诸多不确定性。 新华社

快递异地7天没送达算延误
《快递服务》系列国家标准昨日起

实施，该标准除明确“先验货后签收”、

“文明分拣”外，还明确规定，同城快递
需
24

小时送达， 国内异地快递
72

小时内
送达。如果同城

3

天、异地
7

天快递还没
有送达，就算延误。 《每日经济新闻》

部分国际航线上调燃油附加费
多家航空公司昨日起上调国际航

线燃油附加费。例如，南方航空飞美洲
与西南太平洋航线上调

200

元人民币，中
国往返美洲航班从

800

元调整至
1000

元，

中国往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航班从
600

元调整至
800

元。 成都商报记者胡沛

珠宝行业的“周姓”队伍庞大，周大
福、周六福、周百福、周大生、周生生……然
而，人多是非也多。近日，周六福就将周百
福告上了法庭。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网站消息，
日前其受理了香港周六福珠宝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周六福）状告广州周百福珠宝有限
公司（周百福）侵犯其商标权、不正当竞争
的案件。目前此案已经进入二审。

因“福”得祸
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周百福未经许可，

擅自使用了“周六福”标识，构成了商标侵
权和不正当竞争。

周六福称，周百福未经其许可，在广州
某珠宝店的广告牌、产品标签、保证单以及
包装盒上使用 “周六福”、“ZHOU LIU
FU JEWELRY”标识，其行为构成商标侵
权和不正当竞争，要求赔偿其经济损失30
万元，并承担本案诉讼全部费用。周六福官
方网站介绍，其于2004年在中国香港注册，
同年在中国内地进行“周六福”品牌珠宝
首饰的运营，截至2011年11月，其在中国内
地已经有780家经销店，被授予“中国著名
品牌”称号。

而周百福称，周六福销售的珠宝产品
不是知名产品，“周六福”商标在香港及内
地均未获准注册，不享有其商标专用权。周
百福同时称其使用的“周六福”是经另一
家名为“香港周六福珠宝金行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授权使用。周百福成立于2010年4

月，周百福称，在香港以周六福冠名的公司
有十余家之多，“周六福”、“ZHOULIUFU
JEWELRY”并非原告特有。

2011年9月，一审法庭认定周百福主观
上有搭便车的故意，客观上使消费者对产
品来源产生误认，构成侵害商标权和不正
当竞争。

“周姓”太多不正常？
成都商报记者随机采访数人发现，对

于以上诸多以周打头的珠宝品牌，只有少
部分人能分清哪个最牛。而目前周六福告
周百福二审案件尚在进一步审理过程中，
谁是谁非未有定论。

对于该案，广州市中院知识产权庭
庭长黎炽森在接受相关媒体采访时称
“不好说”，要根据具体案件审理才能辨
别。四川大学锦城学院知识产权研究所
张廷元教授对记者表示，“珠宝行业以
周打头的品牌太多，这是非常奇怪和不
正常的现象。”
张廷元表示，判断一个品牌是否“傍名

牌”或者“搭便车”，首先看谁注册在先。其
次还要看注册在先的是否有一定影响力和
知名度；第三，还要看“傍”的商标在装饰、
字体等方面是否相近相似，“三个字有两个
字相同，就可能存在傍名牌的问题。”张廷
元表示，如果不在审查源头把关，珠宝行业
的商标战可能会成为另一个“老人头”或
者“鳄鱼”品牌大战。
成都商报记者席大伟实习生王韵蕾

澳大利亚央行年内首次降息
昨日， 澳大利亚央行如约上演了

今年以来的首次降息行动。 该央行决
议将现有的

4.25%

现金利率一举调降
至
3.75%

，调降幅度出人意料达到了
50

个基点（市场预期为
25

个基点）。在降
息完成之后，澳元兑美元跌幅逾

1%

。

穆迪一份名为《中国增长压力测
试》的报告显示，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的情况下， 澳洲的矿业和航空业所遭
受的打击将最严重。 金石期货研究员
刘轶卿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靠
中国增量需求造就的大宗商品超级周
期结束将可能导致商品需求进一步降
低， 中国不会再投入大量资金驱动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从某种程度上讲，商
品货币面临不确定性。

详见《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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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关注的红旗连锁上市一事又有
了实质性的进展。
4月28日，证监会网站上挂出了《成都

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同时根据证监
会的安排，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定于5月4
日召开2012年第77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工
作会议，审核红旗连锁的首发申请。一旦
获得证监会的首肯，红旗连锁就将启动发
行程序，并在不久之后登陆A股市场。

根据公开披露信息显示，2011年，红
旗公司全年实现销售收入34.48亿元，利润
总额2.01亿元。而公司本次拟向社会公开
发行5000万股，所募集的资金中的50500
万元将用于超市扩建技术改造项目，
7554.62万元用于超市经营设施技术改造
项目，另外3578万元用于信息化系统技术

改造项目。
红旗连锁表示，截至2011年12月31

日，公司拥有1126家自营门店，其中1085
家位于成都市。公司拟用本次公开发行募
集资金投资的门店扩建项目计划新建门
店928家，其中成都地区新建门店576家，
其余7个城市新建门店352家。项目的实施
将使公司进一步实现跨区域发展，门店网
络布局更趋合理，经营业务区域集中风险
进一步降低，同时经营业态适当延伸。公
司门店数量的大幅增长将快速提高公司
销售收入以及在四川省的市场份额，巩固
公司在四川省内超市零售行业的领先地
位。而规模的扩张及市场占有率的提高，
将进一步增强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及对供
应商的议价能力，提高盈利水平。

成都商报记者李智

地产金融高管积极参会
“2012成都地产金融峰会”从筹办起

就获得了成都众多地产和金融界高管的重
视。中海地产成都公司董事、总经理周应
杰、佳兆业地产成都公司总经理喻维选等
本地重量级的地产大佬一早就确定了参会
意向；金融机构方面，包括中外资银行、信
托公司、金融资产交易所等各类金融机构
都对本次峰会的举办表达了高度的兴趣。

在这些地产和金融界的高管们看来，
这样一场看似“跨界”的峰会，对于当前的
特殊形势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房地产行
业走势不明的现状下，宏观调控和经济基
本面将如何发展？房地产企业应该如何“过
冬”？金融机构如何在房地产上达到风险控
制与利润追求的平衡？未来地产金融的走
向如何？这是一场与本行业未来发展方向
休戚相关的智慧碰撞。

除了峰会本身搭建的地产与金融两个
行业高管沟通的平台之外，两位主讲嘉宾
也显得格外有吸引力：一位是在房产行业
有多年研究经验的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
任秦虹，她的观点和信息对开发商是一个
难得的政策了解渠道；一位是对中国银行
业发展形势非常了解的中央财经大学中国
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他对于银行
业的发展总是有独到的见解。

权威观点震撼与会嘉宾
这样的一场盛会，注定星光熠熠。峰会

举办现场，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满座皆是
本地地产、金融界高管。一场小规模但高规
格的会议，激荡着成都顶级的智慧火花。

峰会上，秦虹和郭田勇针对各自的研
究领域进行了主题演讲。对于当前房产市
场形势下对于金融行业的影响，两位嘉宾
都在不同的方面讲到，房地产行业处在调
整之中，将推动金融行业也进行调整，不论
是新型金融业态的形成，还是金融政策的
转变，两个行业的转变必将是相辅相成的，
谁也不能独善其身。

郭田勇指出，解决当前的房地产资金
问题，应该建立多元房地产融资机制，将集
中的银行贷款融资拓宽到房地产信托、住
房资产证券化等多种融资渠道，以分散和
化解房地产金融风险。此外，应该健全和完
善差别化信贷政策，改进和加强房地产风
险排查、压力测试和名单管理，加强对土地
违规抵押的整改力度。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行长助理李俊、
中铁信托副总经理王石、中海地产成都公
司董事、总经理周应杰等嘉宾在交流环节
中都发言表示，两位主讲嘉宾的观点令人
受益匪浅，对于成都地产金融的发展，将会
产生极大的帮助。 成都商报记者吴宇宸

专家献计大佬云集
2012成都地产金融峰会圆满举行

上周五，由《成都商报》
《每日经济新闻》联合主办
的“2012成都地产金融峰
会”在成都举行，众多地产界
和金融界的重量级嘉宾出
席，共商楼市调控之下的金
融应对方案。两位主讲嘉
宾—————住建部政策研究中
心主任秦虹和中央财经大学
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
田勇，则为本次峰会带来了
最新最权威的信息和观点。

5月4日“上会”
红旗连锁上市倒计时

昨日起珠宝行业“周姓”乱象
周六福诉周百福商标侵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进行主题演讲摄影记者王效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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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今年‘五一’小长假的休假安
排，证监会在4月30日发布利好，应该是在
加班了。”一位私募人士说。
从4月27日发布消息，到4月30日消息

兑现，以及期间与沪深交易所配合出台多
项改革政策，令人佩服证监会的工作效率。
4月27日，证监会宣布降低期货交易手

续费，并研究减少股票交易费用；28日，证监
会正式公布新股发行改革指导意见，取消网
下机构3个月的锁定期，并推出五条新规遏
制新股炒作；29日，沪深两大交易所同时发
布主板以及中小板退市方案征求意见稿；30
日，证监会降低A股交易的相关收费标准，调
整后，沪深证券交易所的A股交易经手费将
按照成交金额的0.087‰双向收取。

今日，创业板新股掌趣科技（申购代
码

300315

）和晶盛机电（300316）两只新
股进行申购。

掌趣科技是国内领先的移动终端游
戏开发商、发行商和运营商。掌趣科技本
次以16.00元/股的价格 （48.16

倍市盈
率），发行4092万股，单一账户申购上限为
3.2万股。

晶盛机电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光
伏设备的研发及制造的高新技术企业，公
司专注于拥有自主品牌的晶体硅生长设
备及其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晶
盛机电本次以33.00元/股的价格（34.74

倍
市盈率），发行3335万股公司股份，单一账
户申购上限为2.6万股。

成都商报记者李智

4月28日，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邮政速递）首次公
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申报稿）出
现于证监会网站之上，这也意味着“快递
第一股”进入上市最后冲刺阶段。

申报稿显示，中国邮政速递此次拟发
40亿股，募资达99.78亿元，而这也是今年

以来A股募资最多的IPO计划。公告显示，
中国邮政速递的主营业务分为速递和物
流两大业务板块，其中速递业务近三年营
收占主营业务收入的86.66%、85.53%、
85.26%；物流业务占 13.34%、14.47%、
14.74%。

成都商报记者李智

今年的“五一”节，注定成为股民的一个节日！
节前关于降低股民交易费用的利好，在节日期间迅速兑现，证

监会4月30日发布消息称：沪深交易所双双调降股票交易的经手
费、股票年费等费用，总体降幅达到25%，新的收费标准将于6月1
日起执行。

分析人士认为，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政策组合利好，表明管理
层对于当前A股投资人是倍加呵护。随着节前和节日期间的多项利
好出台，节后市场有望延续4月的升势。

5月利好齐绽放
牛气渐浓A股

对于本次降低股票交易费用，有专家认为，并不能简单看作是降低A
股交易经手费，未来很可能还有进一步的政策出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巴曙松4月30日在其微博中表示，
收费标准调整，以及信息披露费用的调整，应当说都是在证券监管部门权
限内的调整，显示了证券监管部门的政策导向；而印花税和红利税等的降
低，则需要财税部门等的协调，对于培育价值投资理念、降低市场成本来
说，印花税和红利税也有必要相应研究调整计划。
此前，郭主席也曾谈到过红利税，而证监会方面也曾表示，在积极协调

降低红利税，所以未来降低红利税值得期待。
“如果不考虑市场的估值水平，收费标准的调整对市场的影响往往只

具有短期效应；但是考虑到目前市场总体估值处于低位，这一调整有利于
降低市场运行成本并发挥激活市场的作用。从历史经验对比，也可得出类
似结论。”巴曙松这样评论。 成都商报记者毛晋楠

证监会一天一个利好
市场期待进一步降税

交易成本一般包含三大费用———佣金、印
花税和其他费用。

据公告，调整后，沪深证券交易所的A股交
易经手费将按照成交金额的0.087‰双向收取；
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的A股交易过户费将按照
成交面额的0.375‰双向收取。同时，为了优化
证券交易所收费结构，沪深证券交易所将按照
上市公司股本规模分档收取上市初费和上市年
费，并对创业板公司实行减半收取。调整后的收
费标准将于6月1日实施。其中，上证所A股经手
费原来的收费标准为成交额的0.11‰，而深交
所A股经手费原来的标准为0.1475‰，调整后沪
深两市A股经手费收费标准均为0.087‰。除了
经手费外，另外一个下调的费用是过户费，而这
一费用仅在上证所A股交易时收取。根据上证
所原来的规定，过户费按照成交面额的1‰，起
点1元。而调整之后，沪市A股过户费按照成交
面额的0.375‰双向收取，也就是说每成交1000
股收取0.375元过户费。

某上市券商分析师指出，“由于经手费和
过户费在投资者整个交易成本中所占比重本身
并不大，因此，此次下调交易费用对投资者而
言，其实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目前券商提供给投

资者的交割单中，很多都没有显示“经手费”这
一收费项目。据介绍，在某些券商的交易系统
中，打印出来的交割单只含“佣金、印花税和其
他费用”三项，经手费则被涵盖在“佣金”之
中，那么如果经手费收费标准下调之后，券商没
有相应降低客户的佣金的话，就可能出现券商
多收佣金，而投资者成本没有下降的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曾子建

翼虎投资总经理余定恒：后市不会高歌猛进，我觉得这里
面还是会分化，

ST

、创业板、中小板以及业绩低预期的个股还
会有调整压力。相反，大盘蓝筹既受惠制度变革、又受惠于经济
转型或者说能抵御经济转型压力， 所以处于攻守兼备的地位。

“攻”是说大盘蓝筹有估值修复的空间，“守”是指在经济转型的
情况下大盘蓝筹抗风险能力强、在制度变革的背景下受到冲击
小，估值降低对大盘蓝筹的冲击也很小。

挺浩投资总经理康浩平：对于行业与个股，或许周期与非
周期都存在机会。 如果退市制度的出现能扭转市场的炒作观
念，那么低估值的蓝筹或许存在重大的机会。比如保险、租赁等
金融行业，银行股当然也不错。保险股存在机会是因为递延税
可能推出的缘故。而低估值的其他周期股也存在机会，如低端
消费品，医药，智能终端板块。 成都商报记者朱秀伟

后市尚难高歌猛进
私募说市

随着证监会等管理层推出一系列的组合利好，5月
A股政策面进一步转暖已没有悬念。
再从周边国家来看，各国央行降息依然在持续，比如北

京时间5月1日下午消息，澳大利亚央行周二将现金利率下调
了0.5个百分点，至3.75%，市场此前预计的降息幅度为25个基
点。而节前，印度和巴西两金砖国双双降息，上述国家的降息
使得市场对于中国央行降息或者降准的预期进一步增强。
分析人士认为，在证监会不断出台利好政策呵护股

市之后，央行的动作将对于行情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如今，政策已经有了，比如郭主席力挺蓝筹股，也逐
步得到了市场认同，但是，央行能否拧开水龙头，才是蓝
筹股行情能否进一步向纵深演绎的关键。

成都商报记者毛晋楠

央行动作左右5月行情
趋势研判

专家解读 利好剖析
投资者减负不够明显

掌趣科技、晶盛机电今日申购

中国邮政速递拟募资近百亿

每到小长假， 老婆就会拉我去逛商
场，说是节日期间优惠力度大，这个时候
买东西最划算。

可我最不喜欢的， 就是到商场购物，

如果遇到打折等优惠活动， 那就更烦了。

商场最喜欢搞的活动，就是“满百返券”。

所以每次购物遇到这种活动，我们总要绞
尽脑汁，进行无数次四则运算，最后买下
众多原本不需要的商品，目的只是为了凑
个整数，拿到那几十元的优惠券。其实，我
觉得商家最有诚意的优惠，就是直接省现
金，这才是最直接的利好。

今年这个“五一”劳动节，

A

股投资者总算
等到了“省现金”的优惠活动，虽然这次只是
降低交易经手费和过户费， 相比此前市场热
切期盼的降印花税打了折扣，但不管怎么说，

还是实实在在地降低了交易成本。不仅如此，

节日期间，似乎证监会就没放假，天天加班，

每天出一个利好，比如发布主板退市制度，还
有完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 以及期货交易所
降低交易费用。所以，从整个小长假期间的节

日气氛来说，显然有利于
5

月行情。

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行情，是否将因
此将迎来红彤彤的五月？ 节前我已经说
过，

A

股历史上五月行情时有发生，只要政
策面有进一步利好出台，那么蓝筹股就有
望站出来接力做多。

我认为，从指数的角度来看，的确有
望延续节前震荡上行的趋势，但就个股而
言，却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分化。近期管
理层一系列动作出台，有利于蓝筹股行情
的产生，只要场外资金能够跟上，那么指
数上行将不是难事。但绩差股、题材股则
将面临很大的风险。尤其是主板退市制度
的出台， 将导致一大批缺乏业绩支撑、前
期涨幅又较大的重组题材股出现调整，甚
至不排除出现惨烈下跌的可能。 所以，即
便是红五月，即便指数继续上行，但大家
在操作上同样要小心，不要因为交易费用
“打折省了点现金”就忘乎所以，一旦选股
不慎，红五月照样可能亏钱。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打折省现金
道达投资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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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发放日
浙江众成

(002522)10

派
3

； 冠城大通
(600067)10

派
1.3

；长江润发
(002435)10

派
1

；

海伦哲
(300201)10

派
1

；古井贡酒
(000596)

10

派
4.5

；豪迈科技
(002595)10

派
6

；天邦股

份
(002124)10

派
1

；金新农
(002548)10

派
3

；

南国置业
(002305)10

派
0.8

； 精华制药
(002349)10

派
1

；道明光学
(002632)10

派
2

；

史丹利
(002588)10

派
2

。

股权登记日
东睦股份

(600114)10

派
1.2

；山东章鼓
(002598)10

转增
10

派
4

； 铁汉生态
(300197)

10

转增
8

派
3

；三维丝
(300056)10

转增
8

派
1

；

联化科技
(002250)10

转增
3

派
1

；华东数控
(002248)10

派
0.5

。

成都商报记者李娜

今日交易提示

图据昵图网

王亚伟离职被证实传范勇宏转任基金业协会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