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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晨集团及相关责任人予以公开谴责

处理债券违规行为 上交所“零容忍”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 13 日从工信部获悉，工

信部印发《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

动计划（2021-2023 年）》，提出到

2023 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新模式、

新业态大范围推广，覆盖各地区、各

行业的工业互联网网络基础设施初

步建成，在 10个重点行业打造 30

个 5G全连接工厂。

工信部提出，2021 至 2023 年

是我国工业互联网的快速成长期，

提速工业互联网建设，不仅为了进

一步完善新型基础设施、提升技术

创新能力、健全产业发展生态，更是

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在更广范围、

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工信部提出，到 2023 年，在 10

个重点行业打造 30 个 5G 全连接

工厂，打造 3 至 5 个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综合型工业互联网平台，基本

建成国家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体

系。同时，智能化制造、网络化协同、

个性化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广泛普

及，工业互联网基础创新能力显著

提升。

据新华社报道

上海证券交易所日前宣布，对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晨集团）及相关责任人予以

公开谴责。上交所表示，以“零容

忍”态度处理债券违规行为，护航

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

前期，华晨集团公司债券违约

事件引发市场广泛关注。上交所立

即启动快速反应机制，采取多项措

施开展风险处置工作，并同步对华

晨集团涉嫌的违规行为予以核查。

经查实，华晨集团主要存在四

方面违规：未及时披露不能按时清

偿到期债务、重大诉讼及有关资产

被司法冻结、重要子公司股权被转

让等影响偿债能力和债券价格的重

大事项；在偿债能力发生重大变化

及债券还本付息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的情况下，未遵守募集说明书承诺,

未经受托管理人同意即进行资产转

让及质押；未按规定配合受托管理

人开展风险排查及信用风险管理，

在债券兑付关键时间点，多次拒绝

受托管理人现场访谈请求，拒绝提

供资金证明材料；在偿债能力发生

重大变化情况下，未按规定制定风

险化解与处置预案，也未及时就相

关兑付风险及处置进展作出提示。

华晨集团上述行为违反了《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

等相关规定，也违反了其在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中作出的公开承诺，

损害了债券持有人利益，市场关注

度高、负面影响大。经上交所纪律处

分委员会审议，上交所决定对华晨

集团及其董事长、信息披露事务负

责人予以公开谴责。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诚实

守信是债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础。

上交所将坚决贯彻“建制度、不干

预、零容忍”方针，加强债券市场法

制建设，严厉打击财务造假、恶意

逃废债等严重违法违规和损害市

场信心的行为，维护债券市场的健

康生态。

这位负责人表示，当前我国经

济正处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的阶段，少数企业因经营遇到困难

出现债券违约是市场正常现象。当

前沪市债券发行人资信情况总体良

好，债券市场整体风险平稳可控。

针对债券市场违约现象，近年

来上交所陆续推出了回售转售、债

券购回、债券置换等一系列风险管

理工具，为发行人主动进行流动性

管理、优化债务结构提供便利，特

定债券转让和匿名竞买机制的推

出也为违约债券提供了二级市场

出清渠道。

上交所方面表示，下一步将大

力完善全链条、多环节协同管理的

债券信用风险防控机制，将风险防

控工作嵌入市场服务、融资审核、

持续监管、风险处置和责任查处各

个环节，引导全市场提升风险管理

水平。

据新华社报道

为加强保险中介监管，提升保

险中介机构合规水平，银保监会日

前发布《保险中介机构信息化工作

监管办法》，明确要求保险中介机

构在信息化工作方面应与关联企业

有效隔离，不得违规泄露数据信息。

近年来，保险中介机构数量不

断增加，但信息化治理不完备、信息

系统建设不规范、信息安全机制不

健全等问题突出，制约保险中介机

构健康发展。

办法明确，保险中介机构信息

系统应能够及时、完整、准确记录财

务、业务、人员情况，实现与合作保

险公司的系统互通、业务互联、数据

对接，能够生成符合监管要求的数

据文件，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与保险

中介监管相关信息系统的数据对

接。

办法规定，保险中介机构的重

要信息化机制、设施及其管理应保

持独立完整，与关联企业相关设施

有效隔离，严格规范信息系统和数

据的访问、使用、转移、复制等行为，

不得违规向关联企业泄露保单、个

人信息等数据信息。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

示，保险中介机构信息化工作应符

合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要求，遵循

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相统一等

原则，确保数据安全。不符合监管要

求的，不得经营保险中介业务。

据新华社报道

13 日 A 股主要股指纷纷回

调。上证综指失守 3600 点，创业板

指数表现相对较弱，跌幅超过 1%。

科创 50指数延续升势小幅收涨。

当日上证综指以 3613.28 点小

幅高开，早盘摸高 3622.35 点后开

始震荡回落。跌破 3600 点整数位

并下探 3575.59 点后，沪指跌幅有

所收窄，但收盘仍未能重返 3600

点，报 3598.65 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9.69 点，跌幅为 0.27%。

深证成指收报 15365.43 点，跌

94.60 点，跌幅为0.61%。创业板指

数表现相对较弱，跌 1.57%，收报

3130.30 点。中小板指数收盘报

10391.70 点，跌幅为 0.63%。

沪深两市大多数个股收跌。行业

板块同样跌多涨少。黄酒、葡萄酒、

啤酒、农业、券商板块跌幅居前。海

运板块表现抢眼涨幅领先，专用设

备、机场服务、电信服务板块涨幅也

都超过了 2%。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5549 亿元

和 6797 亿元，总量超过 1.2 万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有所放大。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显示， 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1

月 12 ?发生名称变更，企业更名

为中乔体育股份有限公司。

乔丹体育的企业名称一直饱

受争议。 1984 年，“福建省晋江陈

埭溪边?用品二厂” 成立，2000

年，“福建省晋江陈埭溪边?用品

二厂”改名为“乔丹体育股份有限

公司”。

更名后的乔丹体育业绩快速

增长， 但由此引发旷?持久的诉

讼。 2012 年，美国前美职篮球星

迈克尔·乔丹向上海二中院起诉

乔丹体育滥用其姓名和肖像，同

时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

评审委员会申请， 要求撤销乔丹

体育的 78 ?相关注册商标。

2020 年 12 月 30 ?，上海二

中院判决乔丹体育公司公开在

报纸和网络上向原告赔礼道歉，

并澄清两者关系；乔丹体育公司

停止使用其企业名称中的 “乔

丹 ”商号 ；乔丹体育公司应停止

使用涉及“乔丹”的商标，但对于

超过五年争议期的涉及 “乔丹”

的商标，应采用包括区别性标识

等在内的合理方式，注明其与迈

克尔·乔丹不存在任何关联 ；乔

丹体育公司应赔偿原告精神损

害抚慰金人民币 30 ?元； 乔丹

体育公司赔偿原告因本案诉讼

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 5 ?

元。

/?民视觉

“乔丹体育”更名为“中乔体育”

A?纷纷回调 沪指失守 3600点

银保监会：保险中介不得违规泄露数据

工业互联网建设提速

10?重点行业打造 30? 5G全连接工厂

工程师女退休 74岁丧偶未育肤白显年轻独居 3/2厅房年

龄大了特孤独有多房条件优急寻 90岁内健康男13524180951

画画女教师 39岁未婚肤白漂亮有独立婚房条件优就是

至今婚姻未得到解决急寻年长的健康男士13524180951

漂亮女总 57岁丧偶未育经商多年条件优有多房虽事业成

功但感情孤独急寻年长的健康的（户不限）13524180951

圆 缘 苑 青
鸟
成功率高

注册号：31010101000389495

知 名

地址：黄浦区云南南路180号508室淮云大厦(?老师)

物资回收

红木家具 . 老家具 .字

画 .扇子 .印章 .像章 .老

服装 .小人书 .紫砂壶 .

玉器 .瓷器 .地址:多伦路
160号 （近 四川 北 路 ）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C4257 盼能速婚来我身边漂亮女教师退休 64岁

丧偶未育先夫留遗产独居多房有车不计你贫富

觅 体 贴 互 爱 男 入 住 可 家 访 (女付 )63337606

C4258 居淮海路独栋别墅另多房出租漂亮贤惠?

诊主任医生党员退休女 74 岁丧偶未育德才兼备先

夫实业家富裕生活缺男主人寻平凡忠诚男住我家共

度幸福二人世界财产可公证给你(女付)53833358

C4259 可家访求速婚住徐汇电梯房无亲人

中医专家女 67 岁未婚继家族遗产和多套房

寻 84 岁内男觅伴老可入住 (女付)63337606

C4260 住徐汇洋房孤独富有貌美未婚女总

51 岁丧偶本地人多房备车父母留下工厂觅

贴心人相助急寻品正男随缘(女付)53833358

C4261 寻过日子男年龄不限无房可入住

女 77岁电力局退休丧偶无孩薪丰貌美有

女人味丰满多房寻缘份(女付)63337606

绿洲知名 口碑好
成功率高

地址：九江路619号1366室 注册号：310113000212598

由高级婚介师董老师全程服务到满意高价收旧书画
老红木家具
大正堂高价?旧瓷器.玉器

佛像.香炉.印章.砚台.旧扇子

竹木牙雕.古纸币.旧箱子像

章.小人书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3564330778

物资回收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购旧红(白)木
家具,新旧字画,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号（近肇家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博江代码：770228896
沪徐民证字第 0319号

地址:北京西路
605弄 57号 3层

情感，交友，婚姻微信号 15921404263
F94 ?寻有缘男士来我家开销我来貌美女教

师 56 岁未婚父母亡无兄妹居别墅另动迁得

巨款和多房父母留厂无贴心人孤苦盼望入

住觅 稳 重爱心男助 ( 女 付 ) 15921404263

F95 觅品好实在贴心人住我家漂亮脑外

科医生党员女退休 66 岁未婚无亲人继父

母巨额遗产拥有多房不计你经济我开支

如你有子女可继遗产(女付)159214042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