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日凌晨，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
措施（负面清单）（2014年修订）》发
布。与2013版相比，新版负面清单明
显“瘦身”。清单里的特别管理措施
由原来的190条调整为139条，同比
缩短26.8%。其中，因扩大开放而实
质性取消14条，因内外资均有限制而
取消14条，因分类调整而减少23条。

就开放度而言，新版负面清单还
放宽了19条，与2013年相比，进一步

开放的比例达到17.4%。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2014版负

面清单”将农业、采矿业、金融服务、
电信服务、航空服务、基础设施等涉
及资源、民生和国家安全的领域和中
药、茶叶、黄酒、手工艺品等我国传统
产业领域的管理措施予以保留。

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是一
种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管理办法，是
一个国家禁止外资进入或限定外资
比例的行业清单。 （来源：新华网）

新版负面清单“瘦身”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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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底特律6月30日新媒体专电（记者徐
静）美国通用汽车公司30日再次宣布召回840万
辆汽车。今年以来，该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总共召
回汽车近2900万辆。

此次召回的汽车生产年份跨度大，包括1997
年至 2005年生产的雪佛兰迈锐宝，2004年至
2008年生产的庞蒂克Grand Prix，以及2003年
至2014年生产的凯迪拉克CTS。

通用表示，在此轮召回的汽车中，点火开关等
可能存在隐患。此前相同车型已发生7次撞车，
导致8人受伤、3人死亡的事件。

通用在当天发表的新闻通报中说，公司今年
二季度因汽车召回修理产生的费用将达12亿美
元，高于此前预期。不过，本次召回未给公司股价
带来巨大波动，当天收盘价下跌不到1％。

通用汽车再次召回
840万辆汽车

新华网重庆7月1日电（记者赵宇
航）伴随着高考录取的陆续开始，新一
届的大学生又将踏入校门。调查显示，
超过70％的准大学生们在父母长辈的
关怀下已经有一笔可观的财富积累，因
此做好理财规划应成为下一步的重要
课题。

民生银行重庆分行理财分析师黄
伊建议，在理财的学前阶段，准大学生
们应做好活期、短期和长期三期理财规
划，为进入校园乃至今后走向社会作铺
垫。

首先是用储蓄卡和“宝宝类”理财
产品做好日常活期财务管理。

由于现阶段不具备赚钱的能力，准
大学生更多能做的是为自己多省点本
金。对此，黄伊建议准大学生用好银行
储蓄卡，将日常零花钱存入活期账户，
通过流水账式的账务管理达到省钱的

目的。
同时，“宝宝类”理财产品也可作为

活期理财的有效补充。
其次是为短期计划建立基金。
看一场期待已久的演唱会，参加一

次外语培训课程，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这些都是准大学生们在青葱岁月里
期待的事。

如果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计划，
黄伊建议准大学生采取基金定投的理
财方式建立短期计划基金，通过每月
100到200元循序渐进的小投入，获得
较高回报的收入。

此外，长期积累财富。
在做好活期和短期理财规划后，准

大学生们可能积累一笔不小的财富。
对此，黄伊建议同学们可以到银行做中
长期理财规划，为自己的远行、留学、工
作甚至购置大宗商品做准备。

一些具备良好成长性的基金产品
搭配稳健的低风险固定收益产品是长
期理财最好的选择，充分利用货币的时
间价值使自己的财富增值，数年后，这
笔资金或许能够带来惊喜。

活期节蓄 短期定投 长期积累

准大学生学理财三步走

昨日市况

记者从7月1日下午举行的上海自
贸区2014版负面清单情况说明会上获
悉，上海自贸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31条
措施已经获得国务院批准，其中包括采
矿、制造、铁路和航空航天等领域。

记者从发布会获悉，6月28日，国
务院批准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措施》。31条
措施涉及服务业领域14条、制造业领
域14条，采矿业领域2条，建筑业领域
1条。

其中，在服务业扩大开放方面，上
海自贸区在去年 23条服务业扩大开
放措施的基础上，又新增14条开放措
施，突出了航运贸易等自贸试验区主

导产业；在制造业和采矿业扩大开放
方面，突出了研发；在建筑业扩大开放
方面，体现了基础设施建设对外资的
开放。

会议称，这将有利于自贸试验区抓
住国际产业重新布局的机遇，发挥好促
进我国产业发展转型升级和培育国际
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的“试验田”作用。

具体来看，此轮自贸区进一步开放
包括了多项业态，比如：

允许外商以独资的形式从事汽车
电子总线网络技术、电动助力转向系统
电子控制器的制造与研发；允许外商以
独资形式从事豪华邮轮、游艇的设计；
允许外商以独资形式从事船舶舱室机

械的设计；允许外商以独资的形式从事
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的设计、制造和维
修；允许外商以独资的形式投资与高速
铁路、铁路客运专线、城际铁路及城市
轨道交通配套的乘客服务设施和设备
的研发、设计与制造等。

截至 6 月底，上海自贸区挂牌后
累计新设外资企业1245户，是同期的
8.6倍，新增注册资本超过73亿美元，
是同期的4倍。新设外商投资来自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数量前10位的
分别是香港、美国、台湾、新加坡、日
本、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维京群
岛、德国。

（来源：一财网）

上海自贸区扩大开放31条措施公布
允许外商独资研发设计制造高铁配套设施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陈平）沪综指半年

线2050点的压力再次显现出来。今天，沪深两
市成交放大至2104亿元，但就是突破不了这道
封锁线。沪综指小幅高开低走，全天围绕2050
点 窄 幅 震 荡 ，至 收 盘 仅 上 涨 2.05 点 ，涨 幅
0.10%，收于2050.38点。日线收十字星，呈放量
滞涨之势。

煤炭石油、保险和券商整体较弱，权重股的疲
弱不作为是指数不能走高的一个主要因素。不
过，市场仍然是个股的天下。两市共有34家个股
涨停，没有个股跌停，1592家个股上涨，957家个
股下跌。尽管新股上市仍然维持“秒停”的状态，
但间接受益标的的热情明显不足，次新股、影子新
股的炒作开始降温，特别是随着市场形成放量态
势，获利盘有了结离场的迹象。

题材股依然轮涨，创业板再度收红日线已经
四连阳，涨 0.50%，收报 1411.74 点，中小板涨
0.75%，收报4830.74点。盘面上：在线教育、基
因芯片、电信运营、食品安全、安防服务、土地流
转等涨幅居前，家用电器、船舶、航空、石油等调
整为主。

消息面上，银监会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此举
将为市场释放足够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官方PMI
的数据与汇丰PMI数据同步上涨，并创下7个月
以来新高，说明了经济在逐步好转。基本面的好
转对市场的上行是很好的支持。从近几天成交有
效放大，赚钱效应正逐渐显现来看，目前的半年线
压力只是暂时的，突破不会太久。后市值得继续
看好。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大盘受阻半年线

6月18
日，技术工
人在位于重
庆的福特品
牌变速箱生
产 线 上 工
作。

长安福
特投资 3.5
亿美元的变
速箱工厂日
前在重庆正
式投产，这
也是其在亚
太地区首家
变速箱厂。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7月1日电 国家统计
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1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
经理指数（PMI）为 51％，比上月上升
0.2 个百分点，连续 4个月回升，表明
制造业延续了平稳增长的良好势头。

6月份构成制造业PMI的5个分类
指数普遍回升，其中新订单指数上升幅
度最大，是PMI上升的“加速器”，生产
指数最高，是 PMI 平稳运行的“稳定
器”。

新订单指数为52.8％，比上月上升
0.5个百分点，为去年10月以来的高点；
生产指数为53％，比上月上升0.2个百
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表明制造业生产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走势，增速略有加
快；从业人员指数为48.6％，比上月回升
0.4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原材料库
存指数为48％，与上月持平；供应商配
送时间指数为50.5％，比上月上升0.2
个百分点。

分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PMI为

51.5％，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继
续位于临界点以上；中型企业PMI为
51.1％，比上月小幅回落 0.3 个百分

点，连续 3 个月位于临界点以上；小
型企业 PMI 为 48.4％，比上月下降
0.4个百分点，继续位于临界点下方。

6月中国制造业PMI升至51％
新订单指数成“加速器”，生产指数成“稳定器”

精明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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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戎海）“万佳泓之
夜”中国民乐名家名曲专场音乐会，将于7月4日
晚在海口市人大会堂上演，届时，国内民乐十大名
家将同台献艺，为椰城观众带来民乐盛宴。

民乐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源远流长，异彩
纷呈，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价值。本次音乐会名
家荟萃，包括葫芦丝演奏家李春华、管乐演奏家范
睿、箜篌演奏家鲁璐、琵琶演奏家江洋等。音乐会
还将邀请古琴、古埙、马头琴演奏家们奉献经典名
曲，让椰城观众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对中华民
族传统音乐和乐器有新的认识。

本次演出列为“阳光海口·娱乐之都·品位之
城”精品文艺演出，由省民族管弦乐学会主办，海
南南国文化体育有限公司承办。

中国民乐名家名曲
专场音乐会4日举行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记者卫小
林）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由于好莱坞大
片《变形金刚4》（简称《变4》）的上映，导
致海口各大影院观众人数暴增，最多的
周六、周日两天，比平时的大约1万人增
加了两倍还多，达到3万人以上，这是记
者今天采访海口几大影城后获悉的。

观众比平时暴增两倍多

“真是没有想到，海口各大影院平时
加起来也就大约1万名观众，但《变4》一
上映，人一下子就特别明显地多了起
来，”海口中视国际影城负责人告诉记
者，“我手上有统计资料，上周五《变4》上
映当天，全海口就有电影观众2.38万人，
周六上升到了3.34万人，周日也达到3.3
万人，都是《变4》带来的明显变化。”

博纳影业海口办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周五晚上特地到中影南国影城查看情况，
没想到8点钟左右到的影院，居然当天晚
上12点以后的《变4》电影票已经售完，“太
不可思议了！看来《变4》的魔力实在是太
大了！”这位刘
姓负责人发出
了阵阵感叹
声。他还告诉
记者，由于许
多急匆匆赶到影院的观众买不到
《变4》的电影票，只好选择当天还有影
票的国产爱情喜剧片《分手大师》看，结
果连着两天也带动了《分手大师》的票房一
路走高，上周五、周六两天，这部国产片票
房也已经过1亿元了，“这要是平时，恐怕
是做梦也难想到的好成绩。”

《变4》创下票房新纪录

记者还了解到，随着《变4》上映后
带来的观众人数的激增，也顺势推动着
海口各大影院纷纷刷新了自己昔日的

单日票房纪录。
海口中视国际影城今年开业以来，

最高的单日电影票房纪录是春节档期
间上映《大闹天宫》时创下的，那是大年
初一那一天，当天海口中视国际影城单
日票房达到29万多元。“《变4》让海口
中视国际影城的单日票房纪录天天刷
新，”海口中视国际影城负责人说，“上
周五《变4》上映时，海口中视的票房基
本平了春节档的票房，但周六当天，一
下子就上升到了37.4万元，不但高居海
口影城单日票房榜榜首，而且比此前纪
录陡增了8万元。满以为周日会回落，
谁知周日的票房反而增加了1000多
元，再创新高，达到了37.5万元。”

虽然海口影迷都知道，海口除了中
视国际影城外，还有中影南国影城、万达
国际影城、南亚银龙影城、奥斯卡国际影
城等10余家影城，且都是影迷们常去的
地方，但记者今天在采访中才了解到，偏
隅海口新埠岛的金逸影城，也在这次《变
4》上映中“露了一把脸”：上周六当天，
金逸国际影城的单日票房抢下了海口

单日票房第二名的好成绩，当然也创下
了金逸国际影城开业以来的新纪录。

海口影市出现最新动向

海口中视国际影城负责人说，通过
近几天观察《变4》观众的变化情况，他
发现海口影市出现了一股最新的动向。

“一是全家出行一起来看《变4》的
观众多，大多数家庭还都像过节时一样
开心进行文化消费，这打破了《变4》只
是青年影迷的最爱的传言，这是第一个
新动向；”这位负责人说，“第二个新动
向是，影迷重归大银幕时代了，凡是有
高清、高亮度、大银幕的影城，就是观众
首选的影城，也是影迷喜欢光顾的影
城，像过去那些老旧的小影厅、小银幕
影院，观众不再选择了；”他说，“第三个
新动向是 IMAX这样的电影高新科
技，展示了海口文化设施方面的软实
力，也得到了影迷的拥戴，这充分说明，
谁拥有高新科技，谁就更拥有主动权。”

《变形金刚4》上映
海口观众暴增两倍多

不少影院创下单日票房新纪录

本报海口7月1日讯（记者卫
小林）《变形金刚4》（简称《变4》）在
中国内地影院制造的巨大影响力，甚
至可以用超过《阿凡达》来形容。与
此相应，其票房收入也有望超越《阿
凡达》，创下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新
高。记者今晚9时30分登陆中国电
影数据库后发现，截至7月1日凌晨
的统计数据，《变4》在中国内地上映
4天来，已经累计创下了高达7.81亿
元的票房成绩，预计总票房将超过
《阿凡达》。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作为“变形
金刚系列”的第4部电影，《变4》越来
越懂得展示中国元素，也越多越懂得
依靠中国元素在中国吸金，该片使用
了6名中国演员，在中国5个地方取景
拍摄，影片中有11条中国广告，还在
全片中贯穿了60分钟有中国元素的
戏份，这正是它成功大卖的根本原因。

博纳影业海口办负责人告诉记
者，2007年《变形金刚1》在中国上
映时，片中的中国元素为零。但两年
后《变形金刚2》里就有了一条来自
中国的植入广告。再到《变形金刚
3》上映前，导演迈克尔·贝还亲自携
主演来中国造势，开始懂得赚中国影
迷的钱了。而到了《变4》时，导演在
拍摄阶段就频频与中国各方接触，演
员方面用了李冰冰、韩庚和拳击选手
邹市明等6人，而北京盘古大观建筑
外形、重庆武隆天坑、香港市井街道
等，也都进入影片取景行列，加上前
三部系列片的影响，《变4》完全有望
超过中国内地票房榜冠军影片《阿凡
达》当年取得的13.8亿元人民币的
纪录。“照这部片子目前的敛财速度，
最终有可能在中国内地就收到15亿
元甚至20亿元的票房，这恐怕很快
就会变成现实。”该负责人说。

《变4》4天捞金7.8亿元
有望超《阿凡达》创中国票房新高

本报讯 第三季《中国好声音》（简称“好声音
3”）终于在一片期待声中开录，记者潜伏在观众席
中，第一时间进行了前线探秘，发现那英霸道，汪
峰好玩，而新任导师齐秦却难抢到学员。

折腾了多回，经历了传说中的王力宏、刘德华、
李宗盛，还有刚开完发布会就换人的罗大佑，“好声
音3”终于凑齐了一桌导师，这第四人就是齐秦。

录制现场，女明星们总归都有斗艳的攀比心
理，这套理论不止在红毯上适用，就连好声音导师
席上也不能幸免。去年，张惠妹一口一个“My
family”，逼得那英急呀，今年，只有那英一个女
性，一直悠哉悠哉，真真矜持低调了不少。

相比那姐的“艳光四射”，第一次当导师的齐
秦则随意多了，居然套了件短袖白T恤就登台。
更兴奋的是，齐秦听到一个不错的选手就转身，头
四个选手，他就转了三次，可炮灰就炮灰在，估计
人家嫌他是新导演不靠谱，每次都不选他。就连
观众都同情起来了，大呼“齐秦，加油”。嗯，齐秦
冲着观众竖起了大拇指，又握紧了双拳，一副不气
馁、干劲十足的姿态。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第7
个选手终于看上他了。 （钟新）

“好声音3”开始录制
齐秦难抢到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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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形金刚4》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