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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廷芳

周四涨了，3600点回来了。 昨天
本专栏预测 “多头随时可以反击 ，
3600随时收复”， 这就是当前有惊无
险的市场。

3600点已“决斗”三个回合。
第一次，11月9日攻克3600、见新

高3673点，13日撤退。
第二次， 见低点3519点，17日反

击，见高点3678点，随之撤退。
第三次、本周三，见低点3558点，

周四反击，收盘3617点。
三次都是小调，空头三次落败。
鉴于3400点斗了10个回合，争夺

3600点同样需要以时间换空间。

市场有个新特点：比对周K线成
交量，“3600点大会战”量能与3400点
决斗相近，暂无明显放大。

这表明： 市场少了一份疯牛狂
热，趋于理性；主力在“以少打多”，以
有限的投入， 消灭空军大批有生力
量；量能扼住猛攻快进，暴涨暴跌渐
渐难有市场，行情平稳发展。

面对3600至4000点47万亿元成
交量堆积的套牢区，主力依托不太大
的成交量，即能扎稳大营，守牢防区，
有节奏地发动三轮攻击，避免了资金
过度、过快供应股市，利于资本市场
与实体经济良性互动、 双轮驱动，利
于慢牛行情长期延续。

(股市有风险，本文仅供参考。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王璐 ） 今天， 国家统
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数据： 10月
份 ， 湖南居民消 费 价 格 总 水 平
（CPI） 同比上涨1.6％， 涨幅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0.3个百分点， 居中部六
省首位。

10月份， 全省8个大类商品及服
务中， 烟酒及用品、 食品、 衣着为
价格涨幅前三， 同比分别上涨了
3.6％、 3.2％、 2.6％； 交通和通信、
居住价格略有下降； 其他商品和服
务价格均呈现不同程度上涨。 据测
算， 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
涨的1.6个百分点中， 翘尾因素影响
约为0.21个百分点， 新涨价因素影

响约为1.39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 1至10月， 我省服务

项目价格同比上涨1.6％， 自2012年
下半年以来， 其涨幅一直高于居民
消费价格涨幅， 已成为拉动我省物
价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

从环比来看，10月份我省CPI涨
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8个大类
商品及服务价格呈“四升两降两持
平”的运行态势。其中，猪肉价格出现
自今年5月快速上涨以来的首次下
降，下跌了1.5％，影响全省CPI下降
约0.07个百分点。 同时，鲜菜、鲜果、
水产品价格也出现明显回落，分别下
降2.7％、1.8％、0.9％。 食品价格下降
直接带动我省CPI环比下降。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通讯员
邹档兵 丁懿 记者 李伟锋） 中国标
准动车组于11月18日在大西 （大同
至西安） 客运专线跑出了385公里/
小时的试验速度， 列车各项技术性
能表现优异。 中车株洲所为该车提
供的八大子系统也顺利通过这次大
考。

就像飞机需“试飞” 一样， 任
何一款新型动车组在正式投入运营
之前， 都需要进行试验。 中国标准
动车组自6月30日起， 在北京铁科院
进行了为期近四个月的环线试验，
顺利完成了静态和时速160公里以下
速度等级低速试验。 为进一步验证
中国标准动车组各项性能， 中国标
准动车组于10月下旬开始在大西客
运专线开展更为关键的高速试验。

中车株洲所技术人员介绍， 此
次试验的中国标准动车组， 装载着
中车株洲所研制并具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的主辅一体牵引变流器、 网
络控制系统、 显示器、 充电机、 无
线数据传输装置、 轴温实时监控系
统、 转向架失稳监测装置等八大子
系统。 其中， 主辅一体牵引变流器
和网络控制系统是最核心部件， 被
称为动车组的“心脏” 和“大脑”。

进行高速试验的路段条件复杂，
不仅有桥梁隧道， 沿途还有国内坡
度最大的路段， 坡度达千分之三
十 ， 以及八千米半径大弯道 。 根
据现场试验结果， 包括中车株洲
所提供的八大子系统在内的各项关
键技术指标均表现优异， 全部达到
设计要求。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李
伟锋 通讯员 王文蓉） 11月19日， 是

“世界厕所日”。 正好在今天， 隶属于
中车株洲所的宁波时代电气公司， 其
火车集便器 （俗称“火车上的马桶”）
产业销售收入突破1亿元大关。

长期以来， 我国运营的铁路客车
采用的是直排式厕所， 这种如厕方式
对旅客和铁路沿线地方来说， 既不方
便，也不雅观。 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对
我国采取技术控制和市场垄断。 以传
感器研发为主业的宁波时代通过技术
攻关， 自主研发了与国外产品截然不
同的真空抽取式集便器，于2012年8月

开始在旅客列车上开始小批量应用。
2013年， 该公司“客车真空集便器系
统”顺利通过专业技术鉴定，开始大规
模推广应用。 在打破国外垄断的同时，
价格也下降一半，性能上还胜出一筹。

目前， 宁波时代在真空集便器及
机车车辆整体卫生间、 感应洁具等领
域表现不俗， 拥有真空收集、 污水处
理、 智能控制、 湿机械分离四大核心
技术。 该公司生产的真空集便器， 在
高铁、 动车、 地铁等领域有较广泛应
用， 并逐步延伸到船舶与海洋工程、
农村污水处理、 野外作业与宿营、 公
共卫生等领域。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
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 ） 记者
昨天从省高速公路管理局获悉，
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高速公路
（龙琅高速） 日前已通过省交通
运输厅组织的初步设计评审。 这
意味着， 长沙前往怀化地区又将
新添一条便捷快速道。

龙琅高速公路连接已建成的
长韶娄高速和新溆高速， 是怀
化、 湘西地区通往长沙的一条便
捷线， 项目建设将有利于优化娄

底市北部地区公路网结构。
项目全长73.955公里， 采用

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设计
时速100公里， 总投资约73.3亿
元。

项目建成通车后， 长沙车主
可走长韶娄、 龙琅、 新溆、 溆
怀、 怀芷高速到达怀化市， 比走
沪昆高速可节省行车里程约70公
里， 将显著缩短怀化与长沙间行
车时间， 凸显承东启西的交通枢
纽作用。

谈经论市

主力“以少打多”三战三捷

10月我省CPI上涨1.6％
涨幅超全国平均水平，猪肉自5月份以来首次下降

中国标准动车组时速385公里
中车株洲所提供的核心部件通过大考

预算改革：管好“钱袋子”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蒋琮 ） 记者昨天从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 为进一步
转变政府职能，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棚改， 省政府办公厅已正式印发
《湖南省政府购买棚改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要求各地
贯彻执行。

《办法》指出， 政府购买棚改服
务的内容主要有： 居民棚改意愿入
户调查； 棚改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及
评审； 棚改项目的征地拆迁服务；

棚改安置住房的筹集 （包括新建、
购买、 租赁、 改扩建、 货币化安置
等方式）。 同时， 还有棚改片区公益
性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包括安置住
房小区“红线内” 的道路、 供水、
供气、 排水、 通讯、 照明、 绿化、
土地平整等配套基础设施； 与棚改
项目直接相关， 直接服务于安置小
区居民的“红线外” 城市基础设施。

《办法》还明确了购买主体、 承
接主体、 购买程序、 资金安排、 监
督管理等内容。

引导社会力量参与

湖南明确政府购买棚改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刘平 罗云峰

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预算
改革是“龙头”。 11月19日， 省财政
厅党组书记、 厅长郑建新在财税体
制改革进展情况通气会上说， 以管
好“钱袋子” 为目标， 我省今年预
算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

预算“全口径”
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 实现一

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 （即“四部预算”） “统筹、 统
编、 统批、 统管”， 统一财力配置。
也就是说， 将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
出都纳入预算， 并且加大政府性基
金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社会
保险基金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衔接
统筹的力度。

郑建新介绍， 我省落实中央要
求， 将11项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
共预算， 统筹安排相关支出； 凡是
可以通过基金安排的支出， 一般公
共预算不再安排； 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与一般公共预算相关投向类似
的， 统一管理办法， 统一分配； 结
余结转资金规模超过当年收入30％
的部分统筹使用， 或补充预算稳定
调节基金。

2015年， 国有资本收益的15％
上缴一般公共预算统筹， 以后每年
提高 3个百分点， 到 2020年达到

30％。 继续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管理的， 支出严格限定用于解决本
级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 相关改
革成本支出、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等方面， 一般公共预算安排从这些
方面逐步退出。

一般公共预算不再“专款专
用”。 从今年开始， 城市维护建设
税、 排污费、 水资源费等所有专项
收入， 3年内要实现全部统筹。 严格
执行收支两条线， 土地、 房屋、 矿
产等国有资产 （资源） 处置收支脱
钩， 根据实际需要作出安排， 不再
通过返还、 超收分成或与支出挂钩
等方式同部门利益直接或者变相挂
钩。

收入“挤水分”
“非税收入占比过高、 收入质

量不优， 长期困扰我省财政运行。”
郑建新说， 收入“挤水分”， 就是实
行收入预算弹性控制， 重点治理虚
增收入行为， 力争形成有质量、 可
持续的收入稳定增长机制。

在编制2014年收入预算时， 在
全国率先将收入预算由约束性指标
改为预期性指标。 2014年收入预算
增幅确定为12％左右， 2015年增幅
为9％左右， 将收入指标弹性化处
理， 不再作为硬性任务要求。 同时，
在2015年增设收入质量改善指标，
要求地方收入增量中的税收占比要
达到70％以上。 力求通过几年的努
力， 引导市县稳步提高税收占比。

财政、 审计联动“打假”。 建立
对财政收入增长异常地区的常态化
核查机制， 对虚增财政收入的市县
一律按虚增额度的10％扣减转移支
付。

建立财力分配与收入质量挂钩
的激励约束机制。 2015年， 一般转
移支付增量的20％， 用于奖励收入
质量改善的市县。 近两年， 全省6个
市 （州）、 63个县 （市、 区） 非税占
比下降， 非税收入过快增长势头得
到遏制。

债务“进笼子”
今年我省通过试编省级重大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债务预算， 将
政府债务纳入预算“笼子”。 债务资
金的举借和使用， 都必须与项目预
算相匹配。 区分政府性债务属性，
广泛应用政府债券 、 专项基金 、
PPP等融资模式和金融创新工具，
缓解铁路、 公路、 机场、 水利等重
大基础设施融资难题。

郑建新介绍， 为提高债务预算
编制的前瞻性、 约束性和可控性，
我省同步启动了2016年-2018年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中期债务预算
编制工作， 在综合考虑未来3年省级
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 还本
付息压力以及省级债务风险水平、
新债发行空间和财力增长等基础上，
形成3年滚动收支计划， 建立健全省
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举债的长期平
衡机制， 既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又

有效防范债务风险。

账本“阳光化”
阳光， 是最好的消毒剂。 郑建

新告诉记者： “预算公开实行负面
清单制， 涉密事项上清单， 清单之
外全公开。 我们将预算公开作为推
动财政改革的‘利器’， 通过公开、
透明倒逼和推进各项改革。”

建立涉密信息清单管理制度。
省财政厅联合省保密局， 对财政管
理和预算信息进行全面梳理后， 确
定了36项预算管理涉密事项。 除纳
入涉密清单的事项外， 财政安排的
其他所有资金都要向社会公开， 做
到“非涉密、 全公开”。 财政部部长
楼继伟评价此举“有力度 、 有特
色”。

全面晒政府、 部门预算家底和
“三公” 经费明细。 今年， 政府预算
公开已全部细化到“项” 级科目，
部门预算实现了除涉密部门外的全
覆盖。

专项资金实行“五环节” 全过
程公开。 除涉密专项外， 省级专项
资金的目录清单全部向社会公开，
中央和省安排的重大民生政策性资
金的分配结果原文向社会公开， 所
有省级专项资金实行制度办法、 申
报流程、 评审公示、 分配结果、 绩
效评价全过程公开。 下一步， 我省
还准备建立统一的财政资金申报平
台， 解决资金多头申报问题， 提高
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和透明度。

长沙往怀化将再添一条快速道
涟源龙塘至新化琅塘高速公路通过初评

“火车上的马桶”玩出亿元产业

11月19日 ， 桂
阳县方元镇下龙村
菌草种植基地 ， 村
民在收割菌草 。 菌
草不仅可用于生态
治理 ， 还可做食药
用菌栽培 、 菌物饲
料 、 绿色肥料 、 造
酒 、 沼气发电等的
原料 。 去年 ， 该村
村民联合成立了湖
南省首个菌草种植
专业合作社 ， 种植
菌草近2000亩 ， 每
亩年产40000公斤。

欧阳常海 摄

桂阳农民种草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