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市(600297-600611)(二)(昨日)
代 码 简 称 收盘 涨幅 % 简 评

600297 美罗药业 10 .81 0 .46 整理之势未改，谨慎
600298 安琪酵母 44 .28 1 .77 重心缓慢上移，参与
600299 *ST 新材 13 .08 1 .16 近期新高，注意风险
600300 维维股份 5 .9 2 .08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301 *ST 南化 7 .4 1 .23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302 标准股份 7 .17 0 .56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600303 曙光股份 14 .79 1 .3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600305 恒顺醋业 18 .78 1 .19 考验均线支持，观望
600306 商业城 14 .19 0 .5 上方压力重重，观望
600307 酒钢宏兴 9 .45 2 .05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308 华泰股份 9 .55 1 .92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309 烟台万华 19 .19 2 .73 上行遇阻，暂观望
600310 桂东电力 32 .63 3 .95 延续上攻行情，谨慎跟踪
600311 荣华实业 18 .58 2 .71 冲高回落，择机参与
600312 平高电气 13 .63 4 .52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315 上海家化 37 .13 0 停牌
600316 洪都航空 26 .76 2 .29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317 营口港 5 .77 1 .23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318 巢东股份 11 .67 1 .66 上攻行情酝酿中，关注后市
600319 亚星化学 6 .64 1 .68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320 振华重工 6 .53 1 .08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321 国栋建设 7 .5 6 .08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322 天房发展 4 .53 0 .89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600323 南海发展 16 .48 1 .92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600325 华发股份 10 .14 1 .1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326 西藏天路 16 .19 3 .72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327 大厦股份 11 .99 2 .48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328 兰太实业 13 .28 5 .73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329 中新药业 14 .55 2 .32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330 天通股份 17 .29 5 .88 买气欠佳，不碰为妙
600331 宏达股份 15 .51 2 .92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332 广州药业 20 .69 9 .99 涨停，关注
600333 长春燃气 12 .69 3 .09 走强待时日，观望
600335 鼎盛天工 16 .5 2 .23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336 澳柯玛 7 .52 2 .31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337 美克股份 10 .63 1 .53 盘势尚末扭转，跟踪
600338 ST 珠峰 14 .06 2 .25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339 天利高新 9 .32 2 .53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340 ST 国祥 8 .72 5 .06 涨停，关注
600343 航天动力 25 .1 2 .74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345 长江通信 16 .33 2 .25 积蓄上行动力，跟踪
600346 大橡塑 9 .68 2 .54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600348 国阳新能 28 .68 5 .05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600350 山东高速 4 .67 1 .3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351 亚宝药业 9 .9 1 .33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352 浙江龙盛 11 .73 2 .27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353 旭光股份 14 .48 2 .19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354 敦煌种业 36 .3 0 .44 整理蓄势，暂观望
600355 *ST 精伦 6 .32 1 .77 形态良好，择机介入
600356 恒丰纸业 10 .93 1 .11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358 国旅联合 5 .46 1 .87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359 新农开发 15 .97 2 .37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360 华微电子 10 .39 2 .77 形态需修整固，跟踪
600361 华联综超 10 .49 1 .55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362 江西铜业 45 .17 7 .57 延续上攻行情，持有
600363 联创光电 11 .88 3 .48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365 通葡股份 11 .85 2 .33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366 宁波韵升 26 .01 6 .91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600367 红星发展 17 .47 7 .05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600368 五洲交通 7 .32 0 .83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369 西南证券 11 .63 2 .2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370 三房巷 6 .31 0 .48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371 万向德农 14 .51 4 .54 强劲上升行情，关注
600372 ST 昌河 31 .93 1 .75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373 *ST 鑫新 18 .84 -0 .79 上攻欲望强烈，积极关注
600375 星马汽车 24 .66 2 .49 能量正在积蓄，跟踪
600376 首开股份 16 .85 1 .87 承接盘脆弱，观望
600377 宁沪高速 6 .64 2 .15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378 天科股份 17 .2 1 .24 蓄势消化压力，跟踪
600379 宝光股份 13 .13 2 .26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380 健康元 11 .07 1 .19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381 ST 贤成 8 .76 3 .06 短线有调整要求，谨慎持有
600382 广东明珠 9 .63 2 .01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600383 金地集团 6 .18 0 .82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600385 ST 金泰 6 .06 2 .36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386 北巴传媒 10 .24 1 .39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387 海越股份 10 .16 -0 .49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388 龙净环保 33 .83 2 .39 暂未跌稳，不宜介入
600389 江山股份 12 .09 0 .83 短期走势趋强，关注
600390 金瑞科技 20 .68 5 .08 整理形态，积极关注
600391 成发科技 24 .47 1 .45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600392 太工天成 27 .37 0 .96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600393 东华实业 6 .66 2 .3 震荡盘落走势，不介入
600395 盘江股份 32 .55 10 涨停，关注
600396 金山股份 9 .19 1 .55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600397 安源股份 17 .63 3 .83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398 凯诺科技 5 .78 0 .17 回挫低档支撑，暂观望
600399 抚顺特钢 6 .85 1 .78 回调基本到位，密切关注
600400 红豆股份 7 .11 1 .28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403 欣网视讯 33 .92 4 .5 机会不大，减磅为主
600405 动力源 10 .59 0 停牌
600406 国电南瑞 72 .06 0 .42 波动幅度较有限，跟踪
600408 安泰集团 5 .68 2 .16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409 三友化工 8 .26 2 .61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410 华胜天成 17 .83 2 .12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415 小商品城 35 .04 1 .27 强势上行，关注后市
600416 湘电股份 29 .74 3 .26 弱势不碰，观望为宜
600418 江淮汽车 10 .63 1 .43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419 ST 天宏 11 .84 3 .41 调整进入末期，关注
600420 现代制药 19 .17 3 .18 走势低迷，弱势不碰
600421 ST 国药 6 .06 1 .34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422 昆明制药 13 .88 6 .52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423 柳化股份 9 .78 0 .31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425 青松建化 20 .25 3 .95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600426 华鲁恒升 13 .83 1 .99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428 中远航运 8 .34 -2 震荡格局，保持跟踪
600429 三元股份 7 .51 1 .08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600432 吉恩镍业 25 .58 5 .31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600433 冠豪高新 10 .13 1 .5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435 中兵光电 15 .91 1 .86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436 片仔癀 72 .8 0 .29 强势整理形态，关注后市
600438 通威股份 9 .18 1 .66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439 瑞贝卡 13 .09 1 保持震荡盘升，积极关注
600444 *ST 国通 16 .34 2 .77 短线震荡蓄势中，跟踪
600446 金证股份 14 .04 0 .5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448 华纺股份 5 .7 0 .53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449 赛马实业 35 .96 3 .16 有上行欲望，跟踪
600452 涪陵电力 14 .69 -0 .27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455 *ST 博通 13 .65 0 .96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600456 宝钛股份 27 .1 4 .51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600458 时代新材 63 .82 4 .64 上升通道中，持股
600459 贵研铂业 38 .2 5 .06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460 士兰微 22 .89 1 .82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461 洪城水业 17 .38 3 .02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462 *ST 石岘 4 .84 1 .26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463 空港股份 7 .06 0 .86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600466 迪康药业 9 .76 1 .67 买气欠佳，不碰为妙
600467 好当家 14 .45 3 .66 支撑未稳，不介入
600468 百利电气 35 .96 4 .53 围绕均线波动，观望
600469 风神股份 10 .71 -0 .46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600470 六国化工 13 .16 1 .54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475 华光股份 23 .89 0 .76 蓄势上攻形态，跟踪
600476 湘邮科技 12 .48 0 停牌
600477 杭萧钢构 9 .03 -0 .11 蓄势整理为主，暂观望
600478 科力远 16 .05 3 .35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479 千金药业 18 .37 2 .45 盘势尚末扭转，跟踪
600480 凌云股份 16 .65 3 .67 需时整固形态，暂观望
600481 双良节能 16 .6 1 .78 形态需修整固，跟踪
600482 风帆股份 15 .47 2 .59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483 福建南纺 7 .48 0 .4 整理形态，暂观望
600485 中创信测 18 .66 7 现价附近需整理，观望
600486 扬农化工 25 .57 3 .69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487 亨通光电 40 .6 5 .67 上升形态未变，持股
600488 天药股份 8 .84 0 .91 能量正在积蓄，跟踪
600489 中金黄金 40 .34 2 .05 承接盘脆弱，观望
600490 *ST 合臣 15 .75 1 .03 振荡上行，积极关注
600491 龙元建设 12 .36 2 .83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493 凤竹纺织 8 .88 0 .91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495 晋西车轴 16 .61 2 .85 振荡整理，密切关注
600496 精工钢构 16 .4 0 .06 震荡上行，高抛低吸
600497 驰宏锌锗 25 .69 5 .29 盘整走势，观望
600498 烽火通信 41 .36 2 .55 单边上攻，跟踪
600499 科达机电 23 .84 3 .07 回挫低档支撑，暂观望
600500 中化国际 11 .85 6 .47 回调基本到位，密切关注
600501 航天晨光 14 .61 2 .17 消化抛压，跟踪
600502 安徽水利 13 .5 2 .27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503 华丽家族 14 .87 -0 .07 相对高位，获利出局
600505 西昌电力 9 .41 0 停牌
600506 ST 香梨 10 .96 2 .24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507 方大特钢 6 .46 3 .36 机会不大，减磅为主
600508 上海能源 28 .29 4 .58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509 天富热电 10 .99 2 .71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510 黑牡丹 9 .11 1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600511 国药股份 24 .8 1 .31 上攻能量充足，持有
600512 腾达建设 4 .62 2 .21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600513 联环药业 17 .72 2 .61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515 *ST 筑信 7 .4 1 .09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516 方大炭素 14 .01 0 .36 放量上攻，买入持股
600517 置信电气 16 .58 2 .41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518 康美药业 19 .71 0 停牌
600519 贵州茅台 183 .92 1 .09 弱势不碰，观望为宜
600520 三佳科技 13 .88 0 .65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521 华海药业 15 .16 1 .74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522 中天科技 30 .85 0 .82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523 贵航股份 23 .92 3 .06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525 长园集团 22 .81 2 .47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600526 菲达环保 15 .59 2 .84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527 江南高纤 10 .14 4 .32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528 中铁二局 9 .08 2 .02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529 山东药玻 16 .97 3 .22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600530 交大昂立 11 .54 1 .41 蓄试上攻，择机参入
600531 豫光金铅 33 .68 3 .66 多重均线支撑，介入
600532 华阳科技 9 .14 5 .06 跌势未止，持币不入
600533 栖霞建设 5 .01 1 .62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600535 天士力 40 .76 4 .59 拉升途中，跟踪
600536 中国软件 22 .7 1 .2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537 海通集团 40 .18 5 .32 回探下档的支撑，可跟踪
600538 *ST 国发 6 .08 2 .36 盘升之中，暂观望
600539 狮头股份 8 .58 1 .66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540 新赛股份 14 .89 3 .76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543 莫高股份 11 .98 1 .96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545 新疆城建 9 .56 2 .91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546 山煤国际 34 .6 6 .92 形态良好，择机介入
600547 山东黄金 52 .71 3 .35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548 深高速 4 .95 2 .48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549 厦门钨业 47 .59 6 .01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550 天威保变 23 .09 4 .34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551 时代出版 16 .7 2 .9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552 方兴科技 25 .49 0 .83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600553 太行水泥 12 .7 2 .09 上档阻力较大，暂不碰
600555 九龙山 4 .73 1 .28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600557 康缘药业 18 .68 2 .08 波段顶部，谨慎持股
600558 大西洋 18 .82 1 .51 做多动能不足，暂不入
600559 老白干酒 37 .65 3 .26 买气欠佳，不碰为妙
600560 金自天正 21 .83 2 .97 考验均线支持，观望
600561 江西长运 13 .07 0 .62 继续上扬，跟踪
600562 *ST 高陶 35 .96 0 .2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563 法拉电子 27 .5 2 .08 盘势尚末扭转，跟踪
600565 迪马股份 4 .96 1 .64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566 洪城股份 9 .57 2 .9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567 山鹰纸业 5 .11 1 .59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568 中珠控股 11 .79 1 .73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569 安阳钢铁 3 .38 0 .6 弱势下跌，观望
600570 恒生电子 20 .25 5 .74 形态需修整固，跟踪
600571 信雅达 11 .11 0 .73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572 康恩贝 20 .28 1 .81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573 惠泉啤酒 12 .46 1 .88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575 芜湖港 21 .06 3 .24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576 万好万家 19 .06 2 .64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577 精达股份 10 .49 3 .25 牛皮盘整，弱势不碰
600578 京能热电 10 .93 1 .67 未摆脱均线压制，观望
600579 ST 黄海 6 .83 1 .34 上行受阻，观望
600580 卧龙电气 16 .79 2 .32 观望气氛浓厚，不介入
600581 八一钢铁 11 .34 1 .43 多均线反压，不介入
600582 天地科技 25 .99 3 .34 放量反弹，短线关注
600583 海油工程 8 .1 3 .18 支撑较强，参入
600584 长电科技 11 .08 3 .17 弱市难改，持币不动
600585 海螺水泥 29 .68 4 .54 趋势向上，择机参与
600586 金晶科技 13 .6 0 .82 箱体震荡，低吸高抛
600587 新华医疗 28 .03 6 .09 均线支撑向上，持有
600588 用友软件 23 .26 1 .62 缺乏做多量能，持币观望
600589 广东榕泰 8 .66 1 .52 走强待时日，观望
600590 泰豪科技 11 .88 2 .86 弱势震荡，场外观望
600592 龙溪股份 11 .84 0 .59 能量正在积蓄，跟踪
600593 大连圣亚 19 .92 1 .48 上升通道，低吸高抛
600594 益佰制药 19 .71 -0 .05 短线整理状态，观望
600595 中孚实业 13 .8 3 .99 震荡盘整走势，仍宜观望
600596 新安股份 15 .22 1 .4 多均线压制反弹，不参入
600597 光明乳业 10 .26 2 .6 强势回调整理，关注
600598 北大荒 13 .23 2 .24 弱势未改，不介入
600599 熊猫烟花 19 .92 0 .15 保持强势，跟踪
600600 青岛啤酒 34 .68 2 .63 延续上行趋势，观望
600601 方正科技 4 .09 1 .49 未能摆脱均线阻力，观望
600602 广电电子 7 .7 2 .26 盘整向下，弱势不碰
600603 ST 兴 业 6 .79 0 .89 上涨乏力，不宜介入
600604 ST 二纺 6 .06 0 .5 弱市阶段，观望为宜
600605 汇通能源 12 .85 1 .1 承接盘脆弱，观望
600606 金丰投资 7 .23 1 .54 多方动能不足，暂不入
600608 *ST 沪科 6 .18 2 .83 上攻量能充足，介入
600609 *ST 金杯 4 .73 1 .94 回挫低档支撑，暂观望
600610 SST 中纺 24 .44 -1 .49 巩固均线支撑，择机参入
600611 大众交通 7 .63 2 .28 均线空头排列
本版数据及简评,不作买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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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待遇提高 汽车“以旧换新”停止
一批法律法规、政策今起施行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昨日在
央行网站发表新年致辞表示，2011年
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央行将
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周小川指出，将
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
效性，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支持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战略性
调整，推动金融改革，防范系统性金融
风险。

公积金存贷款利率调整

2011年1月1日，2010年12月26日住
建部发布的提高公积金存贷款利率的
通知将正式开始执行。此次的调整为
五年期以下(含五年)及五年期以上个
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均上调0 . 25个
百分点，分别从3 . 50%调整为3 . 75%、从
4 . 05%调整为4 . 30%。

小排量车购置税优惠停止

1 . 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按7 . 5%

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的政策将于2010

年12月31日到期后停止执行。经国务
院批准，自2011年1月1日起，将对1 . 6升
及以下排量乘用车统一按10%的税率
征收车辆购置税。

免征支线航班机场建设费

自2011年1月1日起，免征支线飞
机执飞国内支线航班机场管理建设
费。从支线机场出发的旅客，将不需要
再支付机场建设费。该政策将推动中
国支线航空发展。

中国民用航空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根据规定，此次纳入免征范围的支
线机型包括国产新舟60、CRJ200在内
的8种支线飞机。这些支线飞机执行的
航班涉及航线844条，连接29个省(区)

的129个机场。其中，中西部省份的机
场占64%，吞吐量在200万人次以下的
中小机场占71%。预计每年将有近1000

万名旅客受惠于此项政策。

新修订的《工伤保险条例》将从2011年1月1

日起正式施行。新条例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
“亮点”：

一是扩大了工伤保险适用范围。将工伤保
险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了不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
各类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民办非企业单
位、基金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组织。

二是调整扩大了工伤认定范围。将认定范
围从原来的上下班途中机动车事故伤害调整扩
大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以及城市轨道
交通、客运轮渡和火车事故伤害，惠及了更多的
职工群众。

三是简化了工伤认定程序。取消了工伤认
定争议处理中行政复议前置的规定，缩短了工
伤认定时间；设置了工伤认定的简易处理程序，
对于事实清楚、双方无争议的工伤认定申请的

认定时限，由原来规定的60天缩短为15天。
四是大幅度提高了工伤保险待遇。一次性

工亡补助金标准，从原来的48至60个月的统筹
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提高至按上年度
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发放；同
时，对伤残职工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做了调整。

五是增加了基金支出项目。将原由用人单
位支付的工伤职工“住院伙食补助费”、“统筹地
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以及“终止或解除劳
动关系时的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改由工伤保险
基金统一支付。

六是加大了强制力度。增加了行政复议和
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支付工伤职工治疗工伤的
医疗费用的新规定。增加了对不参加工伤保险
和拒不协助工伤认定调查核实的用人单位的行
政处罚规定，提高了工伤保险的强制力度。

以旧换新政策>>>

今天零时“汽车以旧换新”截止
汽车下乡和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于2010

年12月31日执行完毕。不过在2010年12月31日前
完成报废汽车同时购置新车的济南车主，仍可
到窗口申请补贴。

2011年1月1日零时，国家“汽车以旧换新管理
信息系统”内录入的车辆将自动默认为无补贴状

态，2011年1月1日以后报废的老旧车辆将享受不到
以旧换新补贴。不过，凡在2010年12月31日前完成报
废汽车同时购置新车的车主，如没有完成相关手
续办理，仍可在窗口工作时间(每周三、周四全天)

携带申请材料，到济南市汽车以旧换新联合服务
窗口申请补贴(逾期视为自动放弃补贴申请)。

人事：

事业单位全部转为聘用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
民日前在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
作会议上透露，2011年我国将全面完
成事业单位聘用制推行工作。积极推
动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和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分规定出台，研究制定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奖励、申诉、竞
聘上岗等单项规定。

禁烟：

室内工作场所完全禁止吸烟

自2011年1月起，中国内地将在所
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
交通工具和其他可能的室外工作场所
完全禁止吸烟。

近几年，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
相继出台地方禁烟法规，初显成效。但
烟草税收在我国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
比例，这决定了“全民禁烟”将是一个
艰巨、长期的任务，需要13亿人的参与
和支持。有关专家认为当务之急应当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协调好卫生
部门和烟草部门之间的利益关系，树
立一种科学导向，让公共场所禁烟成
为人人遵守的一种社会公德。同时，政
府机关和领导应做表率，实行奖惩分
明的模范禁烟，促进全面禁烟的效果
的最大化。

环保：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

违规处理最高罚50万

为促进我国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
经济发展，2011年1月1日起，《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开始
施行。条例规定，未取得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资格擅自从事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活动的，将可能受到责令停
业、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等处罚，并处5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
作为配套政策措施，《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管理办法》也同
时施行。这一办法适用于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处理资格的申请、审批及相关
监督管理活动。办法明确禁止采用国
家明令淘汰的技术和工艺处理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

运输：

运输放射性物品

无资质许可最高罚10万

2010年11月9日，交通运输部公
布了《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规范放射性
物品道路运输活动，特别规定无资质
许可擅自从事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
的，最高可被处10万元罚款。《规定》
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

《规定》对从事放射性物品道路
运输经营的专用车辆及设备和从业
人员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对拒绝、
阻碍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依法履行放
射性物品运输安全监督检查，或者在
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的，由县级
以上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
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
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交由公安机关依
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支持和促进就业税收新政>>>

持《就业失业登记证》税收优惠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

支持和促进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1月1

日起新的支持和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
实施。

通知以现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
政策为基础，进行了调整和完善。主要包括着重
支持自主创业、扩大享受自主创业税收优惠政
策的人员范围、保持原有政策优惠力度、进一步

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管理。通知规定，对持《就业
失业登记证》(注明“自主创业税收政策”或附着

《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证》)人员从事个体经营
(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
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
吧外)的，在3年内按每户每年8000元为限额依次
扣减其当年实际应缴纳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人民调解协议可强制执行
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

法》明确，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
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法律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
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
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
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

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
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
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
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
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新工伤保险条例>>>

工伤保险待遇大幅提高

新政

经 济 生 活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京华时
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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