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溧阳科技局今年争取“四个新突破”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溧阳市

科技局获悉，2015年，该局将按
照溧阳市委的决策部署，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战略，突出改革创新，
狠抓量质并举，加快推进以创新型
企业为主体、以创新型园区和乡镇
为载体、以科技中介服务为支撑的

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为引领该市
工业经济转型升级、加快苏南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围绕主导产业，在创
新主体和载体上争突破

2015年，溧阳市科技局将围
绕产业转型升级和民生改善，进
一步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激
发企业、园区和乡镇等创新主体、
载体和板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加快壮大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力争全年高新技术产
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
达40%。

为纵深推进创新型企业培育
工程，溧阳市科技局将通过创建
国家级企业研发机构、引进高端
研发人才等多项举措，重点支持
2家龙头企业成为省创新型领军
企业，新认定常州科技型上市培
育企业5家左右，高新技术企业
15家。此外，为了应对区域竞争

新趋势，集聚创新资源，该局还将在
加快省创新型科技园区建设的同
时，加快推动已认定的4个省级创
新型乡镇的创新资源向基层集聚，
充分发挥基层乡镇的创新积极性。

整合创新资源，在提
升创新能力上争突破

溧阳市科技局将充分发挥市场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整合创新项目、技术、人才、投入、平
台等国内外创新要素和资源作为
2015年工作目标，力争全社会研发
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7%，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2件，万人劳
动力中研发人员数超124人。

在全力推进重大科技项目的同
时，溧阳市科技局将一手抓技术创
造，一手抓技术转移，形成一批自主
创新核心技术。同时，按照“五有”标
准要求，该局还将推进规模以上高
新技术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实现全覆
盖，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机构建有

率达95%以上，新增市级以上企业
研发机构（三站三中心）10家，其中
省级以上5家。

培育科技中介，在科
技服务体系上争突破

通过建设服务载体、提升服务
机构、强化服务能力等措施，溧阳市
科技局将重点发展研发设计、创业服
务、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等服务业。

除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弱化生产
功能，培育、提升研发设计服务功能
外，该局还将研究制定区域孵化器
的评价标准和细则，整体提升孵化
水平，争取新增市级孵化器和加速
器2家、省级孵化器1家，孵化、加速
面积新增10万平方米，培育科技型
企业达250家。与此同时，该局将支
持企业与高校院所开展技术合作，
对经认定的重大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项目，给予一定比例的经费补助，
并在已建科技支行的基础上，探索
具体金融产品。

优化创新环境，在科
技保障能力上争突破

为进一步优化完善创新创业的
生态环境，溧阳市科技局将按照“开
门办科技、协同搞创新，服务更深
入”的要求，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
败的创新文化，形成即知即改、善谋
善为的工作氛围，打造一支适应新
时期要求的科技创新管理队伍。

溧阳市科技局不仅会加大对科
技创新重要意义的宣传，让依靠创
新驱动实现经济转型升级成为社
会共识，营造出良好的创新氛围，
还将抓好长远规划，加大创新投
入，引导各地区更加注重发挥市场
机制的决定性作用。除此之外，该局
还将致力于加强科技管理人员的业
务培训和学习，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
科技分管领导和科技助理队伍，真正
把该市科技系统建成“政府需要、企
业欢迎、群众信赖、社会赞誉”的优秀
集体。 !朱志敏 宋林珍 冯蓓"

第八届天淼山庄
桃花节热闹开场

以花为媒 以节为介

本报讯 又到
一年桃花妖娆时，
每到这个时节，素
有“世外桃源”之
称的溧阳天淼山
庄都会举办一场
赏花盛宴。3月28
日，天淼山庄第八
届桃花节正式开
幕，作为第十一届
天目湖旅游节的
系列活动，此次桃
花节以“让我们寻
找桃花盛开的地
方”为主题，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踏青赏花、写生摄影。

一走进天淼山庄，便能看到“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
灼春融”的美妙盛景。漫步于桃树间，满目粉色，花香扑鼻。游
客们穿梭其间，时而驻足观赏，时而拍照留念，甚是热闹。更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还特地邀请了溧阳市京剧协会的20
多名会员前来吹拉弹唱，让游客们在赏花的同时还能欣赏到
动听的戏曲，尽情品味中国传统文化之韵味，别有一番乐趣。
除了京剧协会会员赏桃花暨演唱会活动，此次桃花节期

间还举行了摄影比赛和亲子游系列活动，让游客有“赏”有
“玩”，不仅能在山庄内赏花、踏青、摄影，还能爬山、垂钓、烧烤。

“最初我们这儿的桃花漫山遍野都是，如今为了保障水
质，桃花的种植面积已经只有原先的三分之一了。”溧阳天
淼山庄主人葛天申告诉记者，前几届桃花节的成功举办，受
到了各地游客的青睐，希望本届桃花节能够一如既往地推
动溧阳旅游的发展。 !陈卫君 冯蓓 张旭"

博元投资或成强制退市第一股
重大信息披露违法

因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
信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上市近25
年的博元投资迎来了其在沪市的
“倒计时”。

A股首现因“重大违法退市”，
也意味着伴随制度体系的不断成熟
和完善，困扰市场多年的“不死神
话”正在走向终结。

触发退市新规，博
元投资步入“倒计时”
3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接

到中国证监会通知，称博元投资因
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和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已被依法
移送公安机关。

同日上交所宣布，因触发2014
年11月16日起施行的新《股票上市
规则》中关于“重大信息披露违法强
制退市”的相关条款，将自3月31日
起依法对博元投资股票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

这意味着新一轮退市制度改革
后，沪深两市将迎来“重大违法退市
第一股”。

根据相关规定，博元投资股票
将进入上交所风险警示板交易，并
继续交易30个交易日，之后将被依
法暂停上市。公司如未能在中国证
监会作出移送公安机关决定之日起
的12个月内恢复上市，或者在此期
间被人民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决，

其股票将被上交所终止上市。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重大信息披露违法退市”机制中
设置退市风险警示环节，主要是
考虑到上市公司因该等重大违法
情形暂停上市，具有偶发性和突
发性等特征，事先难以预见，因而
需要为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
提供必要的缓冲和准备。

这位负责人提醒投资者，博
元投资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期间，因重大事项停牌（不超过5
个交易日）不计入30个交易日
内，因此其最后交易日具有不确
定性。此外，通过竞价交易和大宗
交易买入风险警示股票的数据有
一定限制，参与博元投资股票交
易的投资者对此需有明确了解。

从去年12月1日创下12.16元
的阶段高点，到同月22日以7.52
元收盘并停牌，短短十多个交易
日博元投资股票下挫近四成。

退市渐成常态，
“不死神话”标本终结
与上交所同龄的博元投资，堪

称中国股市“不死神话”的一个标
本。

博元投资脱胎于1990年12月
19日上市的“老八股”凤凰化工。近
25年来，它历经数次重组，先后以
浙江凤凰、华源制药、＊ST华药、＊
ST源药、S＊ST源药、NST源药、ST
源药、ST方源和ST博元的名称存活
于A股。

即使退市风险逼近，博元投资
依然在重组之路上挣扎。3月20日，
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

预案。
上交所方面表示，相关规则未

对公司在退市程序中进行重组事项
作出禁止性规定，但相关退市机制
的启动和实施不受上市公司筹划或
者实施重大资产重组进程的影响。

伴随退市制度的不断完善，这
一状况正在逐步改变。去年6月，＊
ST长油以“央企退市第一股”的身份
谢幕，今年年初＊ST二重也开始谋

求通过要约收购试水主动退市。加
上博元投资，上交所去年以来已有3
家上市公司先后进入退市程序。

制度改革推进，优
胜劣汰需护航
值得注意的是，在退市渐成常

态的同时，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也在
加速推进。

不过，改革股票发行和退市制
度，显然只是A股健康发展的“必要
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在宣布对博元投资启动退市程
序的同时，上交所方面提醒投资者，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
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
件的若干规定》，投资者可以自己受
到虚假陈述侵害为由，依据有关机
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
刑事裁判文书，对博元投资提起民
事赔偿诉讼。

然而，从以往的实践来看，面对
层出不穷的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或欺
诈上市，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
维权之路并不顺畅。这也意味着，中
国股市要真正实现公平前提下的优
胜劣汰，尚需多领域改革协力推进为
其提供有力护航。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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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商行支持二套房首付降至五成
央行测评房贷政策

在央行降息降准的背景下，降
低房贷首付比例的消息甚嚣尘上。
记者获悉，中国央行正测评房贷政
策，即将下调二套房首付比例，建
行、中行、工行均持支持态度。

记者从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信

贷处获悉，将支持改善性住房需
求，下调二套房首付比例至五成。

在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一位人
士看来，“从整体环境来说，2015
年央行降息降准让银行并不存在
信贷额度和流动性紧缩问题；从
银行自身来说，2015年房地产抵
押目标任务提高了好几个点，下
调二套房首付是银行完成任务的
业务补充。”

李克强总理在今年两会的记

者会上表示，中国城镇化进程还在
加快，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是刚
性的，鼓励居民自住性住房和改善
性住房需求，保持房地产长期平稳
健康发展。不过，在以往的政府文件
中，并没有改善性住房的清晰定义。
较大面积的住宅以及第二三套住
宅，都曾经被表述为改善性住房。记
者获悉，住建部正在对改善性购房
需求进行定义。届时，各项政策的制
定和实施将更加有针对性。

近日传出一则“住建部酝酿公
积金首套房首付降至二成，二套房
商贷首付降至五成”的消息。虽然尚
未得到官方正式认可，但上周五《现
代快报》报道称，中信银行南京分行
已先行一步，对部分客户二套房商
贷首付调低至五成。

报道称，除了中信银行，目前交
行、光大、中行、工商、浦发的二套房
首付都是六成，除浦发利率上浮
20%外，其他利率均上浮10%。而农

行、兴业、北京、邮储、建行、招行、南
京银行等二套房首付均为七成，利
率执行基准的1.1倍。

同在上周五，国土部与住建部
发出通知，要求今年各地优化住房
供应套型，对在建商品住房项目，
在不改变用地性质和容积率等必要
规划条件的前提下，允许对不适应
市场需求的住房户型做出调整，支
持居民自住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摘自#经济观察报$

解禁市值达661亿元
本周两市限售股

根据沪深交易所安排，本交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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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将有19家公司共计51.3亿股限售股解禁上市，解禁市值
达到661亿元。

据西南证券统计，本周两市解禁股数共计51.3亿股，占
未解禁限售A股的1.09%，其中，沪市38.44亿股，深市12.86
亿股；以3月27日收盘价为标准计算市值为661.5亿元，为
2015年年内单周解禁规模偏高水平，其中，沪市4家公司解
禁市值393.39亿元，深市15家公司解禁市值268.11亿元。

沪市4家公司中，广汽集团在3月30日将有36.17亿股限售
股解禁上市，按照3月27日收盘价计算解禁市值354.14亿元，
为本周沪市解禁市值最大公司。深市15家公司中，平潭发展限
售股将于4月3日解禁，解禁数量3.04亿股，按照3月27日收盘价
计算解禁市值为78.33亿元，是本周深市解禁市值最大公司。

此次解禁后，沪市将有上工申贝、广汽集团，深市将有
裕兴股份、慈星股份成为新增的全流通公司。 据新华社

中国影子银行
整体风险不大

专家：

“目前在中国没有出现系统性金融风险，只有很多个案
的违约。”中国投资公司副总经理谢平28日表示，现在信托
产品的代理发行基本都是商业银行，银行获得的利润基本
可以弥补风险，所以影子银行的整体风险不大。

谢平是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影子银行的是与
非”分论坛上做上述表示的。此前，英国央行行长、金融稳定
委员会（FSB）主席马克·卡尼称，影子银行资产规模占到全
球金融系统的四分之一，并仍在快速发展。

对此，谢平表示，影子银行在中国的概念与西方不同。
在中国只要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的业务，都视同影子银
行，且在中国做影子银行业务的主体包括中国的金融机构、
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国外的影子银行大部分指做的主体不是商业银行，但

在中国，认为商业银行的表外业务视同影子银行，所以在统
计影子银行规模时把这一块也统计进去了。”谢平说，“外国
影子银行做的是大量的衍生产品，而中国影子银行的资产
方主要做贷款、打新股、买债券、给私募和定向增发。”

外界一直对影子银行诟病不断，部分专家呼吁加强监管。
对此，澳大利亚主权财富基金主席、前副总理兼财长彼得·科
斯特洛说：“影子银行是宣传很负面，但并不是全都不好。”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对此表示赞
同：“一听到影子银行就觉得是坏的，这是误解。幸亏在中国有
影子银行，才使中国民营经济在过去这些年能够快速发展，应
辩证看待影子银行的是与非。”他表示，影子银行受益最多的
是民营企业，管制太多容易带来其他方面的风险。据新华社

今年计划全国
发展到100家

苏园慈研舍创新传统文化发展模式瞩目全国

本报讯 不久前，“常州首家
无人值守超市在溧阳苏园开张”
的新闻引起社会各界关注。日前，
全国各地传统文化培训机构的负
责人齐聚溧阳天目湖畔苏园慈研
舍，前来参观考察其传统文化发
展模式。

据了解，苏园慈研舍是一家
创新传统文化发展模式的文化培
训机构，通过对传统生活美学的
挖掘、整合，来创新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1月初，苏园园主霍益民大
胆创新，开设常州首家“诚信超
市”。这种舍弃传统收银模式，开
启自助购物模式的做法，不仅是
在传递各类东方美学方式，更是
在践行传统文化的诚信与礼义。
如今，这一创新模式在全国备受

瞩目，因而吸引了不少热爱传统文
化、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士前来。
“我希望最终搭建一个以传统

文化培训基地为战体的多维度线上
线下传播平台，人们可以通过这个
平台获取各个传统文化培训基地的
课程，完成报名预约、在线教育、购
买传统文化创意产品等更加多元立
体的服务。”苏园园主霍益民告诉记
者，慈研舍从创立之初就将慈善仁
爱的基因植入品牌，他希望通过商
业更好地践行慈善，也希望与各类
传统文化培训机构形成有力互补，
并摸索出一条更具持续性的商业慈
善新模式，努力打造一个以传统文
化传播为价值核心的文化生态圈。
他表示，慈研舍今年计划在全国发
展到100家。 !陈卫君 冯蓓"

溧阳籍人士卜友军当选
首届“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公布评选结果———

本报讯 近日，首届“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评选结果公布，
溧阳籍人士卜友军先生与著名钢琴家郎朗等10人一起入选。据
了解，“十大杰出新香港青年”评选活动是由香港最大的内地来
港人士社交平台———港漂圈发起，旨在评选出对香港社会或所
在行业有巨大影响力或对社会作出突出贡献的内地赴港青年。

卜友军是香港汇丰银行总行的一名高级精算师，现兼任香
港江苏青年总会会董和副秘书长，以及香港常州商会会董和青
年会副主席。在金融事业上，卜友军一直秉承“金融安全”与“金
融责任”的理念，致力于金融系统的稳定性研究。作为在香港的
江苏溧阳人，卜友军积极组织联络江苏和香港的青年精英，成
立了“香港江苏青年总会”以及“香港常州商会青年会”。为进一
步帮助香港和江苏的青年，卜友军还经常组织青年活动，如去
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等高校就职业规划和创业进行演讲，
或安排在港青年去名企交流考察，帮助苏港青年明朗职业道
路，积极推动江苏青年与香港青年的合作交流。 !徐丹 赵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