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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5月14日讯（记者陈平）创业板近
期无厘头的疯涨已遭受管理层以及社会各界的关
注和质疑，加上明天是期指交割日，“巨无霸”中国
核电等一批新股也即将上市大抽血等不利因素的
影响，沪深股市今天陷入纠结之中。表现在走势
上，沪综指全天窄幅震荡，终盘小涨2.55点，涨幅
0.06%，收报4378.31点；创业板冲高乏力，再次大
跌1.58%，收报3141.59点。两市成交出现一定萎
缩，只有13938.8亿元，较昨天减少1525.4亿元。

券商、银行、保险等金融权重股的跌幅明显，
压制了主板大盘的表现，好在有色金属板块涨幅
居前护盘进行对冲；创业板中前期涨幅较大的龙
头股均告跌报收，其中，两市第一高价股安硕信息
跌停，乐视网、东方财富两大高市值股也巨量跌
停，当天停牌的全通教育则躲过一劫，等待明日除
权，两市已无400元股。与此同时，暴风科技创下
34个涨停板的神话也被终结，早盘打开后，震荡下
跌。截至收盘，下跌4.41%，报241.7元。不过，市
场的做多热情不减，两市个股涨多跌少，涨跌比
1417：1008，涨停个股185家。稀土永磁、充电桩、
新材料、视听器材等板块领涨，涨幅均超过了4%。

近期的市场经历了本轮牛市以来最为凌厉的
三连阴，沪综指从4480点附近下挫至了4100点，
而经过连续三日的反弹之后，沪综指再度从4099
点一带上涨至了4400点附近，大涨逾300点。这
种V型反转走势目前再度来到了敏感点位。分
析人士认为，当前向上突破压力仍然较大，市场开
始进入短线变盘点。操作上，建议股民控制仓位，
从进攻转为防御。新入市投资者尽量别碰创业板
股票，如果已经拿着创业板股票，一定要做好风险
防控。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主板纠结
创业板调整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李
延霞、苏雪燕）中国银监会14日表示，目
前我国已有100余家中小商业银行的民
间资本占比超过 50％，其中部分为
100％民间资本；全国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民间资本占比超过90％，村镇银行民
间资本占比超过72％。民间资本进入

银行业取得历史性突破。
银监会发布的2014年年报称，银监

会对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各类资本入股
银行业金融机构，始终坚持公平竞争、同
等待遇的原则。在市场准入方面，民间
资本主要通过发起设立、认购新股、受让
股权、并购重组等方式进入银行业。

年报显示，截至2014年末，我国银
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4091家，资
产总额1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3.9％；
不良贷款余额1.43万亿元，不良贷款率
1.6％，保持在较低水平。2014年银行
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1.93万亿元，
同比增长10.5％。

银行业的内生风险抵御能力进一步
提高。截至2014年末，商业银行资本充
足率为13.18％，较年初上升0.99个百
分点；贷款损失准备金余额1.96 万亿
元，拨备覆盖率232.1％。

银行业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方面取得积极成效。数据显示，

2014年共有47家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和
交易所市场成功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2820亿元。截至2014年末，银行业金融
机构保障性安居工程贷款余额1.25万亿
元，同比增长53.7％。2014年12月，非
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为6.77％，较年初下降0.42个百分点。

银监会表示

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取得历史性突破

本报讯 5月14日上午10时，北京
东三环附近，在万达总部综合体项目酒
店的7层大宴会厅里，王健林和郁亮的
名字摆在了一起。一个小时后，大连万
达集团（下称“万达”）与万科集团（下称

“万科”）在此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两
家公司正式“牵手”。

万科集团，创立于1984年，1988年
进入房地产行业，主营业务包括房地产
开发和物业服务。去年，万科明确了转
型方向——“三好住宅”和“城市配套服
务商”。

大连万达集团，创立于1988年，形
成商业地产、高级酒店、文化旅游、连锁
百货四大产业，企业资产3800亿元。
万达董事长王健林此前表示，到2020
年，万达要形成商业、文化旅游、金融、
电商基本相当的四大模块，彻底实现第
四次转型。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两家公
司的合作是基于战略和集团层面的长
期性合作，围绕项目和业务层面展开。
具体来看，拟合作的方向包括共同拿地
开发、轻资产运营与金融创新、社区消
费O2O等方面，区域则可能涉及国内
市场和海外市场。

按照王健林的说法，万达看中万科
的长处在于住宅领域优势、成本控制细
节上的能力，而万达的长处在于文化旅
游、商业项目开发。

这场看似令人意外的“万万”合作，
实际上与地产行业整体调整有关。王
健林表示，双方的合作是双方在转型上

的不谋而合，万达从2014年开始力推
轻资产模式，把企业利润转到服务业，
万科也在寻求转型，双方经过一段时间
磨合达成一致。

“万达目前只会和万科合作，不会
找其他家。”王健林在5月14日的发布
会上说。郁亮则表示：“我们的合作不
排他，但是实际上门当户对的只有我们
两家。”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指出，
万科万达的合作，肯定是补足彼此的短
处，对拿地将是太有利了。首先，万达
的优势是商业综合体运营、低价拿地，
万科的优势是住宅开发。双方组合可
以联合拿地，后续共同开发、运营。他
还认为，双方主要还是传统业务的合
作，是行业领头羊用专业化应对利润下
滑的市场现实。

一位行业研究员说，“万万组合，对
整个房地产圈子的影响不啻于一场地
震。”他说，传统住宅开发和商业拓展的
联合，会使两个企业在是市场上所向披
靡；而受次冲击最大的，应该是一线房
企。众所周知，在一线房企中不乏商业
地产的高手。面对万万组合，在一线城
市的大型综合体的开发中，此类房企便
落于下风。 （一财）

日本观光厅统计显示，2014年外国游客在日
本的消费额55年来首次超过日本人在海外的消
费额，其中中国游客“扫货”有力推动了日本扭转
旅游赤字。

日本共同社13日援引相关数据报道，去年外国
游客在日本消费20278亿日元（约合170.3亿美元），
同比上涨43.1％，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中国游客
消费高达5583亿日元（46.9亿美元），占27.5％。

共同社评论，中国游客“扫货”推动日本扭转旅
游赤字。苦于消费萎靡不振的日本零售业“如逢甘
霖”，但同时也注意到这种盛况多出现在东京、京都
等几条常见线路。日本政府着手制订措施，希望把
更多外国游客“引导”到日本各地方县市。

杨舒怡（新华社微特稿）

中国游客“扫货”
助日本扭转赤字

日本高田安全气囊缺陷引发的车辆召回正在
发酵。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日宣布全球召回489
万辆车。本田一名发言人说，遭到召回的车辆涉
及2002年至2008年出厂的14个车型，其中超过
300万辆分布在日本以外地区。

此前一天，日本丰田汽车工业公司和日产汽
车公司宣布，全球召回大约650万辆车。其中，丰
田召回500万辆车，日产召回156万辆车。召回
原因均与高田安全气囊有关。

卜晓明（新华社微特稿）

高田安全气囊缺陷事件发酵

本田丰田日产
共召回1145万辆车

新华社北京5月14日新媒体专电
英媒称，中国艺术品收藏者正在为画作
支付越来越高的价格，就像日本人在经
济停滞之前所做的那样。

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 5 月 13
日报道，5月5日，印象派创始人莫奈
的名作《睡莲池与玫瑰》在苏富比纽
约拍卖会上，拍出 2041 万美元高
价。苏富比晚些时候证实，买家是中

国最大的民营房地产开发商大连万
达集团。

报道说，这并不是这家公司所做
的一次性买卖。万达集团过去两年
一直在购买印象派画家的作品和现
代艺术品。也并不是只有万达集团
在做这样的买卖。去年佳士得国际
拍卖会上约1/5的作品都落入中国收
藏家之手。

所有这一切让人有似曾相识的感
觉吗？

报道说，1989年，日本Autopolis
公司花了5200万美元才买到毕加索的
画作《皮埃瑞特的婚礼》。1990年，日
本纸业巨头、大昭和制纸董事长斋藤良
平两次打破纪录，第一次是以创世界之
最的7810万美元天价买下雷诺阿的
《红磨坊的舞会》，几个月后又以8650

万美元买入梵高的油画作品《加歇特医
生肖像》。

为何一切都结束了？因为日本银
行开始迅速提高利率。日本经济增长
陷入停滞，巨大的资产泡沫崩溃了，日
本进入了经济萎靡不振的漫长通缩期。

报道称，艺术品价格并不是传统的
经济指标，但它是中国央行压缩中国投
资泡沫的又一个借口。

英媒报道称

中国买家高价购画作面临投资风险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记者
王立彬）为保护和合理开发优势矿产资
源，国土资源部14日公布了2015年度
稀土矿和钨矿开采总量控制指标。

2015年度全国稀土矿（稀土氧化物
REO）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105000吨，
其中离子型（以中重稀土为主）稀土矿指
标17900吨，岩矿型（轻）稀土矿指标
87100吨。全国钨精矿（三氧化钨含量
65％）开采总量控制指标为91300吨，
其中主采指标73300吨，综合利用指标
18000吨。

国土资源部通知说，中国五矿集团公
司、中国铝业公司、包头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赣州
稀土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6家稀土集团整合重组方案已
经有关部门批准备案。为促进稀土产业
结构调整和优化，按照国务院加快实施稀
土企业集团战略要求，对列入稀土集团并
整合重组已完成的，指标在省（区）总量指
标中单列，由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按单
列数下达给稀土开采企业，未进入集团或
整合重组未完成的，继续由省（区）分配。

国土资源部：

6家稀土集团
整合重组方案
已经批准备案

昨日市况

“万万”没想到有“万万组合”

万达万科牵手引发地产圈地震

全球顶级赛事花落绿地中央文化城
五源河文体中心顶级赛事签约仪式暨海口城市高峰论坛5月17日即将盛大举行

2015年5月17日，在海口市政府支
持下，世界500强企业绿地集团、体育之
窗联手举办的“海口五源河文体中心全球
顶级赛事签约仪式暨海口城市高峰论坛”
将在绿地中央文化城盛大举行，签约多项
落户五源河文体中心的国际及国家级别赛
事意向。

全球顶级赛事落户绿地
中央文化城

全球领先的体育文化与运动健康一体
化服务商—体育之窗文化产业有限公司
（IRENA GROUP)将与顶级赛事签约，绿
地中央文化城—五源河文体中心将成为世
界级娱乐赛事聚集地。

未来将举办的赛事包括中国国家队A
级赛事、国际俱乐部中国游、NBA篮球
赛、斯诺克比赛、港台和国内一线艺人、
意大利歌剧、国际旅游文化节、汽车文化
节、动漫文化节、文化穿衣集市等内容。

国际及国家级6类13项
赛事将落户

·奥运会组织：北京奥林匹克俱乐部

·足球：上海绿地申
花俱乐部、北京国安俱乐
部、英超阿森纳俱乐部、
中国超级城市足球挑战
赛、天津泰达俱乐部

·篮球：NBA 中国
赛、首钢篮球俱乐部、国
奥四国赛、哈林篮球

·排球：中国排球协
会

·棋牌：世界围棋队
洲际赛、中国棋牌协会

·赛车：世界方程式漂移赛FD

世界级“一场八馆七中
心”打造6600亩海口新中心

五源河文体中心坐落的“绿地中央
文化城”是世界500强——绿地集团千亿
布局海南重点项目。总占地6600亩，总
投资超300亿元，是由场馆赛事、文体产
业、国际商业、星级酒店、商务办公、顶
级教育、生态疗养、高尚居住等功能构成
的世界级大城。通过顶级赛事引入与运
营，将成为提升海口城市能级的新城市中
心。

其中囊括“一场八馆”的五源河文体
中心，将成为国际一流、中国极少竞技体
育、文化娱乐的世界级娱乐赛事聚集地。
预计2018年建成运营，每年将举办30余
场大型赛事及演唱会，导入数十万人流
量，成为中国一流文化体育赛事及盛典之
地。

一个体育场：6万平米五源河体育
场，可容纳4万人，是中国超大国际型体

育场馆之一。
八大场馆：1.2万人综合性体育馆、2

千人国家级游泳跳水馆、3千人国家级网
球馆、3千人沙滩竞训中心、5万平米文
化展览馆、7千平米音乐厅、5万平米海
口电视台传媒中心、2万平米冬训基地。

一站式顶级教育中心
西海岸超高规格 海南九

年制重点中小学
联手海口教育局，投资2亿建设绿地

海口实验学校（暂定名）、九年一贯制重
点公办中小学，学校规划60班、6300个
学位，拟定由海口九小和侨中名师组成，
拟定2017秋季开始招生，将成为西海岸
超高规格的重点公立学校，海口鼎级的重
点学校之一，绿地中央文化城业主拥有优
先学位权利。同时项目配备4所国际双语
幼儿园，国际级幼儿教育，满足一站式教
育需求。

九年制 海南重点学位房
现已招生预约

仅200学位 让孩子赢在
起跑线

绿地中央文化城推出了 2017 年至
2021年的600个学位来接受排号，只需交
1000元定金，即可抢占一个学位号，并
享有房源优先购买权即学位优先权，和额
外98折购房优惠，同时还赠送G-coffee
体验券。截至目前已有400位成功购房业
优先排得学位号，现仅剩200席学位。

咨询热线：0898-6667 9666

三、本次挂牌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
定竞得人。

四、竞买人资质条件及要求：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法
人，竞买申请人只能单独申请参加竞买，不接受联合竞买申请；
2、在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整顿和规范采矿秩序过程中，不存在乱
采、滥挖、越界开采等违法违规行为，无因未履行义务被取消竞得人
资格，无因违法被吊销采矿许可证，无擅自印制或伪造、冒用采矿许
可证等不良行为；3、参与我省采矿权招标、挂牌或拍卖出让的竞买
人，受到省、市（县）国土部门禁止参与竞买处罚且期限未满的，不得
申请竞买；4、须按要求缴纳竞买保证金；5、竞买人须提交《万宁日月
湾田新东矿段V1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竞买承诺书》（样
本见挂牌出让手册）；6、法律法规定的其它要求。

五、竞买咨询及竞买申请：1、有意竞买者可到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
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万宁日月湾田新东矿段V1建筑用花岗岩矿采
矿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出让手册的具体要求申请参加竞买。2、
竞买申请时间：2015年5月15日至2015年6月4日下午17:00。

六、竞买保证金：竞买申请人在竞买申请前应以自己企业的名
义将竞买保证金以转账方式存入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海
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成交后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
转为采矿权出让金；未竞得人缴纳的竞买保证金，在挂牌活动结束
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退还。

七、竞买资格确认：经审查，竞买申请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
金，符合竞买人资质条件的，在2015年6月4日17:30前确认其竞
买资格。

八、挂牌时间及地点：1、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6月5日上午8:

30。2、挂牌截至时间：2015年6月19日上午10:00。3、受理挂牌
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和下午14:30至17:30（工作日）。4、
挂牌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会展楼2楼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203室。

九、风险提示及特别要求：1、矿业权存在不可预见的自然因素
变化、政策法规变化等风险，竞买人在竞买前应当预见到有一定的
风险，在竞得后须自行承担风险所带来的损失。2、该采矿权位于
2012年-2013年省重点项目万宁日月湾综合旅游开发项目范围
内，开采的石料须专门供应该项目的人工岛建设。3、挂牌成交后，
涉及到林地、土地使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有关事项，由竞得人
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十、其他事项:1、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定于2015年5月22日
组织矿区现场踏勘及答疑，有意竞买者请于当日上午9:00时前到
该局集合（地址：万宁市万城镇长文明中路市政府旧办公楼，联系电
话：0898-62223295符先生）。2、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
时以变更公告为准。3、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信函、电子邮件
及口头竞买申请。4、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

十一、咨询方式:咨询电话：0898- 65303602、65236087
65372953，联系人：陈女士 李先生。

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
http://www.hnlmmarket.com

万宁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海南省矿业权交易中心）
2015年5月15日

万宁日月湾田新东矿段V1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重新挂牌出让公告
2014年2月13日在《海南日报》发布的“万宁日月湾田新东矿段V1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因故中止，现恢复挂牌，并将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矿区范围坐标（西安80坐标）

采矿权名称

万宁日月湾田新东
矿段 V1 建筑用花
岗岩矿采矿权

拐点编号

J1

J2

J3

J4

拐点坐标

X

2062769

2062436

2062340

2062379

Y

37417141

37416957

37416816

37416407

采矿权名称

万宁日月湾田新东
矿段 V1 建筑用花
岗岩矿采矿权

拐点编号

J5

J6

J7

J8

拐点坐标

X

2062477

2062818

2063038

2062881

Y

37416333

37416388

37416912

37417122

采矿权名称

万宁日月湾田新东矿段V1
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

矿区
地址

万宁市
日月湾

资源储量
（万立方米）

566.46

矿区面积
(亩)

592.17

开采规模
（万立方米/年）

180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出让年限
（年）

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8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370.3997

一、挂牌出让采矿权的基本情况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财政部
14日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全国财政收
入13502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8.2％；
考虑11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
算影响，同口径增长4.7％。

分级来看，4月份，中央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6285亿元，增长8.1％；地方本级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217 亿元，增长
8.2％；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
收入11727亿元，同比增长5.8％。

此外，从财政支出来看，4月份，全
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535亿元，比上
年同月增长33.2％；考虑11项政府性基
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同口径增长
31.6％。其中，中央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2307亿元，增长19.7％；地方一般
公 共 预 算 支 出 10228 亿 元 ，增 长
36.7％，同口径增长34.7％。

二季度开局财政收入回暖

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