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马马 云云 195亿美元

（2）李彦宏李彦宏 147亿美元

（3）马化腾马化腾 144亿美元

（4）王健林王健林 132亿美元

（5）李河君李河君 130亿美元

2014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十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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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宗庆后宗庆后 110亿美元

（7）王文银王文银 100亿美元

（8）雷雷 军军 91亿美元

（9）何享健何享健 75亿美元

（10）刘强东刘强东 71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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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市况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韩洁 高立）
财政部监督检查局28日连发三份公告，向社会公
开了去年全国开展的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结果及相
关处罚整改落实情况，其中对部分金融类企业、非
金融企业和证券资格会计师事务所的检查结果进
行了逐户公告。

财政部表示，此次检查围绕财税体制改革和
宏观调控重点，着力促进资本市场和注册会计师
行业健康发展，对金融、通信、航空等重点领域的
大型中央企业、部分上市公司和拟上市公司以及
会计师事务所开展了联合联动检查。同时，检查
紧密结合严肃财经纪律和“小金库”专项治理工
作，将有关单位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勤俭
节约、控制三公经费等作为检查重点，取得了显著
成效。

财政部披露会计信息质量

部分违规企业上名单

本报海口10月28日讯（记者陈平）随着上周
大量申购新股被冻结的资金重回市场，严重超跌
的沪深股市，终于迎来罕见的报复性反弹。

今天，沪深两市跳空高开高走，全天稳稳地向
上挺进，盘中连像样一点的回调都没有，根本不给
那些试图借盘中震荡低点进场的人一点机会，迫
使他们要么放弃进场，当看客，要么只能在高价位
吃货参与其中，终盘收出一根几乎一阳遮四阴的
光头光脚的大K线。大盘连跌了五天，而一天的
涨幅就几乎收复了四天的失地。两市成交量也大
幅放大，达3333.3亿元，较昨天增加912.5亿元。
个股板块全线上扬，受政策利好的高铁、天津自贸
区板块井喷涨逾5%。个股的涨跌比罕见地达到
2376：42。涨停潮再现，两市涨停的非ST股有
41家之多。

截至收盘，沪综指收复2300点整数关口，涨
47.43 点，报收 2337.87 点，涨幅 2.07%，成交额
1581亿元；深成指涨159.01点，报收7988.34点，
涨幅2.03%，成交额1752亿元；创业板重上1500
点关口，涨30.04点，报收1522.05点，涨幅2.01%。

专家分析认为，利空出尽是利好。在前期三
季度经济数据不佳、沪港通延期、新股申购分流资
金等利空下，市场出现了一波明显下跌，而这些利
空释放后，终于迎来久违的反弹也是情理中事。
由于明后天仍将有大量被冻结的新股申购资金回
流市场，除非有较大的利空，一般来说，周三市场
还会继续反弹，但个股将出现分化走势。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资金解冻助推

三大股指全线大涨

江淮汽车皖北生产基地投产
10月28日，江淮汽车蒙城基地工作人员在

生产线上为汽车安装轮胎。
当日，位于安徽北部蒙城县的江淮安驰汽车

新基地落成并投入使用。据了解，该汽车生产基
地总投资13.6亿元，占地面积841亩，投产后将形
成年产15万辆汽车、近120亿元年产值的规模。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财政部近日印发《地方政府存量债务
纳入预算管理清理甄别办法》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通知》要求，清理工作要明确政府和企
业的责任，企业债务不得推给政府偿还，切实做到
谁借谁还、风险自担。

《通知》明确，清理甄别工作的目的，是清理存
量债务，甄别政府债务，为将政府债务分门别类纳
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奠定基础。清理甄别工作由地
方政府统一领导、财政部门具体牵头、部门单位各
负其责。

《通知》要求，地方各级政府要结合清理甄别
工作，认真甄别筛选融资平台公司存量项目，对适
宜开展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项目，
要大力推广PPP模式，达到既鼓励社会资本参与
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获取合理回报，又减
轻政府公共财政举债压力、腾出更多资金用于重
点民生项目建设的目的。清理甄别工作按照先清
理、后甄别的顺序开展。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地方存量债务清理甄别办法发布

企业债不得推给政府

新华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王希）国家统
计局发布数据，1至9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实现利润总额43652.2亿元，同比增长7.9％，增
速比1至8月份回落2.1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工业司工业效益处处长何平认
为，前三季度工业利润增速与1至8月相比回落
较为明显，除受9月当月利润增速较低影响外，与
部分油气田企业石油特别收益金从9月份起核算
列支、冲减利润也有较大关系。

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5633.9亿元，同比增长0.4％，而8月份为
同比下降0.6％。

1至9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利润同比增长7.9％

本报讯 福布斯中文网28日公布
2014年中国富豪榜。在今年的福布斯
中国富豪榜上，中国互联网企业家成为
今年榜单上的焦点，前三甲分别是阿里
巴巴马云、百度李彦宏和腾讯马化腾。
从整体看，中国亿万富豪（billionaires，
即10亿美元）人数出现大幅增长，从一
年前的168人增至今年的242人。

随着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马云的
净资产从去年的71亿美元飙升至今年

的195亿美元，首次摘得中国首富桂冠；
李彦宏排名第二，净资产从去年的111
亿美元增至今年的147亿美元；马化腾
的财富从去年的102亿美元增至今年的
144亿美元，排名也从去年的第五升至
第三。另外，今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
榜前十位的科技行业企业家还有小米董
事长雷军和京东董事长刘强东，分别是
第八位和第十位。

（来源：新华网）

2014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公布

马云李彦宏马化腾称霸前三

本报讯 近4个月来，国际油价大
跌1/4，纽约商品交易所12月交货的
轻质原油期货价格24日已跌至每桶
81.01美元。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
等几个美国的老“对头”纷纷跳出来
指责西方搞“政治阴谋”，俄罗斯总统
普京更警告说，“如果原油价格在每
桶80美元左右持续太长时间，全球经
济将因此崩盘”。然而，英国《金融时
报》的分析却与普京的警告南辕北
辙，该报社论认定，油价下跌对全球
经济是不折不扣的好消息。

那么，这轮油价暴跌真的是美国操
纵的吗？它究竟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怎样
的影响？对中国来说，机遇和风险又各
占几分？记者连线两位专家——商务
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
新育和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
研究及报道的新华社国际多媒体采编

中心主任田帆，请他们作出独家解读。

这轮油价暴跌真
如俄罗斯等国所说，是西方
的“阴谋”吗？

田帆：我们知道，油价是涨是跌，
主要还是取决于供求关系，但不可否
认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这
轮油价暴跌中，确实有点顺势而为的
意 思 。 美 国 、石 油 输 出 国 组 织
（OPEC）是原油市场的主要玩家，美
国自然愿意利用油价下跌的形势，进
一步打压俄罗斯，而对包括OPEC老
大沙特在内的一些中东国家来说，美
国是其重要盟国，两者有共同利益，
现在的油价也并非不可承受，陪美国
玩一阵子，还能获得西方的额外回

报，何乐而不为呢？
梅新育：我们不能排除西方在

油价问题上做了小动作，但油价的
暴跌主要还是源于
经济基本面。2012
年以来，全球原油市
场供求关系已经从
偏紧转为偏松，而且
还将进一步放松。
从需求方来说，世界
经济总体上已经减
速，新世纪前 10年
的高增长正在逝去，
对能源消费增长贡
献最大的新兴市场
减速尤其显著；在供
给方，持续的高油价
大大激励了原油的
生产，利比亚、伊拉
克油田的逐步恢复
生产，巴西产量达到
历史高点，而美国这
个全球最大的石油
消费国，也因为页岩
气革命，油气产量双

双大增。在这种情况下，沙特、伊朗这
两个最大的石油输出国表示不愿意减
产，宁愿接受更低一点的价格，市场行
情下行也就成了必然。

同时，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变动的
走势正在进一步给全球油价釜底抽薪，
美联储缩减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对初级产品行情是十足的利空，石油产
品不可能例外。

普京警告低油价
持续会令全球经济崩盘，英
国《金融时报》却说油价下
跌对全球经济是好消息，到
底谁说的才对？

田帆：普京说低油价会令全球经

济崩溃的话确实是有点言过其实
了。凡事都有两面性，油价下跌自然
也是有人高兴有人愁，那些严重依赖
石油收入，经济底子又不厚的国家，
无疑受打击最大，而对主要的石油进
口国，包括美国、欧盟、中国、日本等
国来说，油价持续走低显然是好消
息。整体而言，我认为低油价对全球
经济还是有利的。

梅新育：这轮油价暴跌是全球经
济洗牌的一部分，受益者是包括中
国在内的制造业大国，以及石油净
进口国；受损者是石油净出口国，特
别是高成本石油净出口国。而如果
油价持续走低，则可能会使尚未复
苏的世界经济面临通缩风险，会加
剧新兴市场的经济社会动荡与分
化。

对中国来说，油价
下跌是利是弊？

梅新育：中国是全球最大原油净
进口国，对外依存度在 58%以上，油
价大跌对中国自然是机遇大于风
险。按2013年中国原油进口量来计
算，油价每下降1美元，能为中国石油
进口节省21亿美元。我们应该利用
好机遇，一方面是巩固我们制造业优
势；另一方面是巩固、重组我们的资
源来源。但同时，我们也要给我们的
友邦雪中送炭。

另一方面，油价持续走低意味着
通缩风险蔓延，中国也必须谨慎对
待。

田帆：油价走低对中国的利好
一眼就能看出来，而风险则主要来
自违约。近年来，中国大量投资石
油产业，随着油价的持续走低，就要
考虑这些投资是否还能获得回报，
与此同时，我们还将面临某些违约
风险。

但总体而言，油价下跌对中国来说

机遇更大。早在2003年，中国就开始
筹备石油储备基地，至今距离90天的
储备目标仍有一定距离，中国应该趁此
机会大量进口原油，增加我们的石油战
略储备，当然，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海
关数据显示，中国9月份原油进口达
2758万吨，同比增长8.3%；1至9月份
原油累计进口达22850万吨，同比增长
8.4%）。

俄罗斯会成为这
轮油价暴跌的大输家吗？
普京对西方的态度会不会
软化？

梅新育：油价近来持续走低，加
上西方此前的制裁，对俄罗斯经济
确实是不小的打击，但不至于立刻
击垮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早已建
立了抵御油价风险的专门基金，而
且它还有45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和大量黄金储备，足以应付相当一
段时间。

田帆：俄罗斯的确可以说是这轮
油价暴跌的大输家。事实上，俄罗斯
的经济颓势在油价下跌前已经显现，
现在又遭遇西方制裁，油价暴跌等多
重打击，经济确实非常不乐观，甚至可
能面临债务危机等问题。但普京和西
方多届领导人周旋了十几年，也可以
算是国际政坛的老玩家了，他有充分
的智慧来应对现在的不利局面。他也
明白俄罗斯不可能与西方完全切断经
济联系，冷战不会重来。事实上，在果
断出手拿下克里米亚之后，普京在乌
克兰问题上的态度已经一直趋于软
化，相信接下来俄罗斯和西方的矛盾
应该会有所缓和。但低油价主要还是
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应该还会持续一段
时间，所以俄罗斯的经济前景依然不容
乐观。

（来源：新华网）

全球油全球油价跌跌不休，福兮祸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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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

胡钢认为，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
在依法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产品质量监
管等方面还有一些距离，“我们应该适
时地改变这种情况，让惩处措施能够严
厉到位。”

王海认为，部分企业之所以敢于
店大欺客、搞双重标准，是因为这样
做会让他们获取经济收益，那么我

们就应该加大处罚力度，让他们难
以获取不当的利益，甚至因此而得
不偿失。

王海建议，除了加大行政性处罚力
度之外，也要推广“民事处罚”制度，“不
管有多少消费者去起诉，只要是侵犯了
消费者利益，就要向所有购买产品的消
费者进行赔偿，这也是国外常见的惩罚

措施。”
黑龙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曲

文勇认为，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让行业标准能够跟得上市场的需求，
避免让洋品牌因标准低而放松监管的
可能。

专家认为，要让洋品牌不再忽视中
国消费者，需要企业、政府、消费者的共
同努力。

记者 马晓成
（新华社哈尔滨10月28日电）

依法保护消费者，不可纵容洋品牌

召回引发的关注
——聚焦洋品牌屡屡忽视中国消费者

李彦宏 马化腾 王健林 李河君

宗庆后 王文银 雷 军 何享健 刘强东

本月，一汽大众向国家质检总局
提交了召回申请。然而，召回方案让
消费者十分惊愕：在有问题的后轴纵
臂上安装金属板。

其实，中国车主的诉求很简单，更
换有问题的后轴纵臂。而此次打“补
丁”的结果，用一汽大众的话说，当后
轴再出现问题时，“金属板会发出持续
的警示性噪音”。

有网友吐槽，是不是意味着以后
开车就不能听音乐了，必须竖起耳朵
时刻听“提示性的”警报声呢？

业内人士对一块金属板是否能解
决安全问题表示怀疑，而事实上，大众
虽然选择了召回，但并不认为车的质
量有问题，而是将问题归咎于“中国驾
驶员驾驶习惯的问题”。大众这一姿

态让消费者感到了洋品牌的“店大欺
客”。

汽车洋品牌在中国“店大欺客”，
大众并不是第一家。2011年，由于部
分车型存在漏油风险，丰田汽车在全
球范围内召回近100余万辆汽车，主
要涉及日本、美国、英国、德国等市场，
但唯独不包括中国内地。

而国际大牌给予中国市场和消费
者的“特殊待遇”并不仅限于汽车领
域。今年发生的福喜事件就是洋品牌
在中外执行两种标准的典型。

福喜食品是由美国独资的食品企
业，在外国一直拥有比较好的信誉。
就是这样一家企业，将过期鸡肉原料
优先安排在中国使用，而出口用的原
料和国产的竟完全不一样。

在国外很规范，到了中国走样？

日前，一汽大众表示将召回其 56 万辆速腾汽车，用打“补丁”方
式解决消费者对其后轴纵臂质量问题的担忧……这让人们联想起
苹果曾针对中国用户实施双重标准、在海外“以换代修”服务到了中
国就得加钱的事。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消费者对洋品牌的宠爱，反而让他们不把中国
消费者当回事儿。在国外精益求精、严格流程的好习惯就容易被丢掉，
反正靠着洋品牌，总会有中国消费者。

业内人士分析，洋品牌之所以牛气
冲天，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
消费者格外宠爱。

相对于国产品牌，许多消费者对洋
品牌通常会更信任、更包容。中国消费
者协会律师团成员、北京市潮阳律师事
务所律师胡钢认为，这一方面与洋品牌
强大的宣传攻势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中
国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不自信有关。

其次，部分质量标准相对较低，是
洋品牌敢于对中国市场执行低标准、能

够区别对待消费者的原因之一。
2011年锦湖轮胎因执行两套生产

标准而备受质疑，事件曝光后锦湖声称
公司产品质量符合中国的质量标准，而
当时执行的标准《子午线轮胎工艺技术
若干规定》是原化工部橡胶司在1991
年5月制定的。

直到2012年4月，中国橡胶工业
协会才推出了属于自律标准性质的《子
午线轮胎工艺技术规范》。落后的标准
让许多公司在有针对性降低中国产品

质量的时候显得“底气十足”。
另外，维权人士王海认为，对跨国

公司的处罚力度不够，也是洋品牌在中
国“不规矩”的原因之一。

据了解，2011年联合利华公司曾
经因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秩序被
我国有关部门罚款200万元人民币，
就在被罚款后不久，联合利华就顶风
涨价。

而在当年，同样是因为价格问题，
联合利华和保洁公司被欧盟反垄断机
构处以的罚款则高达3.2亿欧元。相比
之下，较轻的罚款根本不会让这些不规
矩的洋品牌感到痛。

哪些因素让洋品牌牛气冲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