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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鹏"

本报综合消息 昨日上午!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中国

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

长陈同海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陈

同海犯受贿罪! 判处死刑! 缓期

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

审理查明 !

!"""

年至
#$$%

年
&

月!陈同海利用其担任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董事长的职务便利!

在企业经营 "转让土地 "承揽工

程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

他人钱款共计折合人民币
'(")%*

亿余元$ 案发后!陈同海退缴了

全部赃款$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

为! 陈同海身为国家工作人员!

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

+(")%*

亿余元! 其行为构成受贿

罪$ 陈同海受贿数额特别巨大!

情节特别严重!论罪应当判处死

刑$ 鉴于陈同海在因其他违纪问

题被调查期间!主动交代了办案

机关未掌握的上述全部受贿事

实 ! 具有自首法定从轻处罚情

节 %此外 !陈同海还具有认罪悔

罪! 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为

查处有关案件发挥了作用!以及

积极退缴全部赃款等酌情从宽

处罚情节!法院综合考虑全案案

情以及陈同海具有的上述法定

和酌定从宽处罚的量刑情节!认

为对陈同海判处死刑!不是必须

立即执行的!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陈同海受贿近
!

亿
一审被判死缓

中石化原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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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责编罗鹏 校对郝晓波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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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鸥"

实时行情

周三沪指承接前日强势!高开

高走 ! 并刷新本轮反弹新高至

!"##

点! 在日
$

线上留下向上跳

空缺口! 受地产板块调整影响!深

成指相对沪指较弱!不过深成指当

日顺利站上
"!%%%

点$ 截至收盘!

沪指报收
!"##&''

点!涨
"&!#(

!成

交额
)"*+

亿元 % 深成指报收

"!%,*&!

点! 涨幅
%&+#(

! 成交额

""!#

亿元$ 两市共成交
!!!-

亿

元!较前日放大近两成!创近两年

来的成交额新高$因科技业巨头英

特尔公司的业绩和财测均胜预期!

预示美国企业盈利和全球消费需

求前景向好!亚洲股市连续第二日

攀升!日本股市微升
%&%#(

!韩国股

市收高
)&+(

! 台湾股市收盘上涨

**

点!澳大利亚股市收涨
"&'(

$

!

盘面分析

盘面观察! 受
#

月钢价将上

调
!%%

至
'%%

元这一利好消息的

刺激!钢铁板块全线飘红!成为领

涨板块$ 钢铁板块的市净率始终

位居
.

股底部! 尽管近期快速补

涨!但截至到目前!钢铁板块的市

净率也仅为
)

倍! 而
.

股平均市

净率为
!&+

倍$ 有色股也表现强

势!云南铜业&焦作万方涨停!江

西铜业&云铝股份&中孚实业&中

色股份涨逾
#(

$

煤炭股午后拉升! 成为当日

领涨板块!靖远煤电&神火股份涨

停!国阳新能&金牛能源&上海能

源&煤气化&安泰集团&盘江股份&

山西焦化&潞安环能涨逾
'(

$ 受

汽车以旧换新实施细则出台刺

激!汽车股表现活跃!长安汽车&

黔轮胎
.

&交运股份 &双钱股份 &

迪马股份涨逾
'(

!

/0

宝龙涨停$

到目前为止!

1/0

上航和
/0

东航已经三度封上涨停板$ 日
$

线上形成第三个'一(字涨停!而

成交量和换手率仍旧保持在极低

的水平# 分析人士就此指出!从形

态上来看! 两航股价还有上升的

空间#

而地产板块当日表现疲软 !

深长城&浙江广厦&中航地产&名

流置业&中粮地产&中国宝安&绵

世股份&世贸股份跌逾
)(

!万科

.

跌
"&)'(

#银行股呈现出冲高回

落的走势!建设银行&民生银行&

中 国 银 行 等 跌 绿 # 保 险 三 剑

客)))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

平安涨势未改 ! 涨幅都在
"(

以

上#

!本报综合报道"

!

机构视点

广发证券# 从市场热点上看!

市场在越过
!%%%

点后! 多空分歧

加大!尤其是以银行股为首的主流

品种步入获利回吐期" 但短期大盘

强势再度抬头
2

使明显周期性特征

的传统蓝筹体现出补涨要求" 以钢

铁#电力#航运为首的周期性行业

技术面上有明显的补涨空间
2

预计

良好的经济数据必然对上述板块

产生明显的刺激作用" 总体来看!

当日市场的强势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滞涨品种的爆发以及题材品种

也纷纷活跃!整体的普涨格局较为

明显!个股在普涨之后或将继续分

化! 投资者近期操作仍需保持耐

心" 短期来看!随着沪市逼近
!)%%

点!整数关口压力再次加大!震荡

不可避免"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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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此次的缩编!业内专家表

示! 中钢协核心的会员单位有
,)

家!全部都是国有制造企业 !其中

"+

家为大型钢铁企业!对于中钢协

这样半官方性质的机构!始终代表

着这些企业的利益 # 这次缩编的

'大刀(一定会砍向贸易商# 上述专

家表示!力拓事件牵动了钢铁行业

的潜规则!中钢协不仅要对国内倒

矿行为进行整肃!同时也会配合政

府!对行业内涉及力拓事件的'钢铁

人(展开'捉鬼(行动# 而据知情人

士透露!包括山东&河北&辽宁等地

的十几家钢铁制造和贸易企业正逐

步接受调查#

我国外汇储备突破
!

万亿美元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

月

末! 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
,+*+&

亿

美元!同比增长
+%(-./

" 上半年国

家外汇储备增加
+-)&

亿美元!同比

少增
")$

亿美元"数据显示!在今年

二季度的三个月里! 我国外汇储备

分别增加
)),

亿美元#

-$&

亿美元#

.,+

亿美元" 一季度外汇储备增速

有所放缓的局面在二季度开始改

变" 我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于
,$$&

年
,

月超过日本! 并成为全球第一

大外汇储备国" 目前日本国家外汇

储备余额达
+($,

万亿美元!我国国

家外汇储备已是日本的两倍"

创业板昨起受理开户申请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在创业

板发行制度培训会议上表示! 正抓

紧组建创业板发行审核委员会!预

计
#

月份宣告成立"另外!证券营业

部昨日起已开始受理投资者的创业

板开户申请" 根据培训会议透出的

信息! 在创业板发行上市申请系列

文件正式发布之后! 企业将可以申

报上市材料! 预计在
,

月下旬至
#

月上旬创业板将正式开闸接受材

料"而首批创业板企业预计
"%

月底

或
""

月初登陆交易所挂牌交易"

"

新闻摘要

中钢协重审
铁矿石进口资质

普济堂药房!烟草大厦对面"

"'$%(&&')$'$*

!"#

是从天然植物中提取的
植物型抗菌剂$ 是中医药医学研究所经
过长期攻关研究$ 研制成功的国内第一
个专业肛周病产品% 首创软膏加湿巾相
结合$杀菌止痒立即见效$可促进皮损快
速修复$且列刺激无依赖性$更贵在不易
复发$兼具有抗癌$防癌作用%

$%&'()*+,()*&-.

/*0-.1*&-2*3"4*&-5

6

等病症#

3"()

789 :89

"

新闻链接

澳方将从最高级别交涉力拓案

就在媒体称中澳领导人将介

入$力拓间谍案%时!澳大利亚总理

陆克文 &

$3456 7899

'近日在澳大

利亚堪培拉明确表示!将尽其所能

帮助被中国拘捕的力拓员工!并将

把$力拓间谍案%的双边交涉提高

至最高级别!$我们将系统并彻底

地解决这一问题!一旦相关的事实

确定下来!我们将尽可能提高此事

交涉的级别" %

胡士泰涉嫌两宗罪附加驱逐出境

$根据刑法第
"""

条的规定 !

胡士泰涉嫌触犯为境外窃取 #刺

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

罪" %中国律师协会刑事辩护委员

会委员律师宣东表示 !$胡士泰窃

取铁矿石谈判价格底线的行为有

两个特点! 一是涉及国家利益!二

是有国际背景!这两点都明显有别

于普通商业犯罪" 要求不判或轻判

的可能性不大" 胡士泰虽然是澳大

利亚籍人士!但我国法律实行属地

原则!胡的判决将按照我国刑法的

构成要件定罪量刑" %

国内成品油价月底可能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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