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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深交所网站消息，因

暴风集团在法定披露期限届满

之日起两个月内未披露 2019 年

年度报告，公司股票自 2020 年 7

月 8 日起暂停上市。暴风集团在

股票被暂停上市后的一个月内

未能披露 2019 年年度报告 ，触

及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 第 13.4.1

?第（九）项规定的股票终止上

市情形。 根据深交所《关于发布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 （2020 年修订 ）〉 的通

知 》， 《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 则

（2018 年 11 月修订）》 第 13.4.1

?、第 13.4.6 ?的规定以及上市

委员会的审核意见，2020 年 8 月

28 日， 深交所决定暴风集团股

票终止上市。

曾几何时，暴风集团是大 A

中的头牌牛股。 2015 年 3 月 24

日，暴风集团刚登陆创业板（当

时名称叫“暴风科技”）时，就刮

起一股强烈的狂炒风暴，股价开

启连续涨停模式 ，40 个交易日

内涨停 37 次， 打破了大 A 的涨

停记录， 至 2015 年 5 月 21 日，

公司股价盘中触及顶峰 ，达

327.01 元， 较发行价飙涨近 45

倍，其市值更是超过 400 亿元。

一时间，让整个市场惊掉下

巴，监管部门不久就开始查处围

绕该股的市场操纵行为。 然后，

就是公司董事长因涉嫌对非国

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

被批准逮捕。于是公司一下子作

鸟兽散， 正常经营无法维持，股

价也像坠崖般一落千丈，直至陷

入目前的困境。

“从上市到暴拉几十倍再到

终止上市只用了短短的 5 年时

间， 暴风集团也算是创了纪录。

这其间不仅仅只是暴风集团的

中小投资者损失惨重，大 A 市场

本身也受其连累，有了暴风集团

这样恶劣的案例，还有多少人相

信价值投资一说。 ”高智说。当年

该股刚上市时，不少机构把该股

未来前景描述得像花一样，然而

一转眼就成了全市场的弃儿。

“昨天大盘高开低走，怎么

回事？ ”娇娇关心手里的股票怎

么跟着大盘又坐了一回电梯。

“大盘仍在箱体中进行三角

形整理，趋势在收窄，但在没有

突破 3458 点前， 继续当拉锯战

操作，多做高抛低吸。 所以我们

还是要按照箱体运行理论 ，耐

心地与空头周旋。 3458 点前后

有 7 个交易日出现 1.5 万亿的

堆积筹码， 靠近这个区域震荡

在所难免。 ”高智说。 股指多待

在 3458 点下一天 ， 未来突破

3458 的把握就多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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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社报道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31 日发布

数据，8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 51%，比上月略降 0.1

个百分点， 连续 6 个月站在 50%的

荣枯线之上。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8 月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显著 ， 我国经济景气持续恢复向

好。在调查的 21 个行业中，有 15 个

行业 PMI 位于景气区间。

需求正在持续恢复 。 统计显

示，8 月份， 新订单指数为 52%，高

于上月 0.3 个百分点， 连续 4 个月

回升。

值得关注的是， 供需两端的 “温

差”在缩小。8月份，生产指数为 53.5%，

与新订单指数的差值收窄至 1.5个百

分点，为 3月份以来的最小值。

与此同时， 稳外贸政策发力，

出口总体向好。 赵庆河分析，一系

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效应持续释

放，制造业出口进一步改善，8 月新

出口订单指数为 49.1%， 高于上月

0.7 个百分点。

新动能发展加快，转型升级也

在持续推进。 从重点行业看，高技

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分别

为 52.8%和 52.7%， 分别高于上月

1.5 和 0.9 个百分点，新动能为制造

业复苏注入活力。

此外 ，经营预期改善 ，企业信

心增强。 8 月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

期指数为 58.6%，高于上月 0.8 个百

分点。

尽管经济持续恢复向好，但市

场需求不足等问题仍需重视。 赵庆

河介绍，8 月小型企业反映市场需

求不足和资金紧张的企业占比分别

超过五成和四成，生产经营依然面

临不少困难。 此外，重庆、四川等地

部分企业反映受暴雨洪涝灾害影

响，原材料采购周期拉长，市场订单

减少，企业生产有所回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

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说，当前正处

于生产与市场需求动态协调时期，

需求恢复慢于生产恢复，应着力提

升扩大内需政策的实际效果，尽快

提高市场需求的回升速度。

调查结果还显示，8 月份，小型

企业 PMI 为 47.7%，比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仍位于临界点以下。 中

国物流信息中心专家文韬认为，小

企业经营压力加大，供需下滑，从业

人数减少，亟待进一步加强对小型

企业的扶持。

据?华社报道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31 日发布

数据，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

指数（PMI）为 51%，比上月略降

0.1 个百分点，连续 6 个月站在

50%的荣枯线之上。

从企业规模看，大型企业 PMI

为 52%，与上月持平；中型企业

PMI为 51.6%，比上月上升 0.4 个

百分点；小型企业 PMI 为 47.7%，

比上月下降 0.9 个百分点。

从分类指数看，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 5 个分类指数中，生产指

数、新订单指数和供应商配送时

间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原材料库

存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均低于临

界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

高级统计师赵庆河分析，8月份，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显著，我国经济景气持续恢复向

好。

记者 林劲榆

晨报讯 昨日，中国银联宣

布联合商业银行、主流手机厂商、

重点合作商户及支付机构一起发

布首款数字银行卡 “银联无界

卡”，实现了全流程数字化申卡、

快速领卡，为持卡人提供新一代

支付体验。

据悉，银联无界卡是中国银

联正式发布的首款数字银行卡，

共有借记卡和信用卡两类卡种。

依托云闪付APP 等平台，银

联无界卡为持卡人提供全面、便

捷的数字金融服务，具有四大突

出特点：

一是为传统银行卡赋予数字

形态，通过数字化服务，满足用户

消费、存取现、转账、手机闪付、条

码支付等多元化支付需求。

二是发卡用卡高效便捷，境

内外用户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商业银行 APP 或手机钱包等多

种渠道快速申卡、绑卡和用卡，优

化用户用卡体验，同时实现卡码

合一，可手机一键调取无界闪付

卡和无界卡二维码，任选手机闪

付或二维码支付。

三是确保支付安全，通过支

付标记化、通道加密、实时风控等

全方位的技术手段，对卡号、有效

期等信息进行全程防护，保障用

户的资金与信息安全。

四是助力跨行业合作和场景

的互联互通，借助 Token2.0 数

字支付体系，用户可以自主选择

将数字银行卡推送到电商、公交、

手机钱包等支付场景，并配套丰

富的专属卡权益，构建互联互通

的数字支付生态。

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一级巡

视员樊爽文表示，支付作为金融

业务的综合入口和基础支撑，是

数字时代开拓创新、转型升级的

先锋产业。中国银联联合银行业

共同推出银联无界卡，实现了发

卡模式、管理模式、安全应用全流

程的数字化，是银行卡产业迈向

数字化新阶段的重要一步。希望

能创造银行卡产业合作新模式，

成为银行卡产业改革创新、为产

业各方发展赋能的一次有益探

索，也能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支

付需要，为公众增便利，为市场降

成本，为产业添活力。

中国银联常务副总裁蔡剑波

表示，研发推出首款数字银行卡

产品，是推动支付服务数字化升

级的一次新尝试，有助于推动以

云闪付APP为核心、符合银行业

统一标准的各类移动支付产品的

协同发展。

据介绍，银联无界卡将为用

户带来全新的便捷支付体验，申

卡、用卡、交易管理均通过云闪付

APP 等一站优享。申卡时，用户

可在云闪付APP、商业银行APP

或手机厂商钱包等多个平台线上

操作，只需几步便可快速申请成

功。申请成功后，理财、消费、支付

等金融功能全支持，并可一键绑

卡至京东、度小满等商户 APP，

满足各类场景消费需求。

据悉，此次银联无界卡在境

内外同步发行，17 家全国性商业

银行、部分区域性银行及互联网

银行如江苏银行、微众银行等将

加入首批试点。

银联发行中国首款数字银行卡
17家银行首批加入试点

/?采访方供图

中国制造业 PMI连续 6?月站上荣枯线

[?闻分析]

PMI数据反映我国经济持续恢复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