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操盘工作室
本栏目

属于财经纪
实小说 ，如
有雷同 ，纯
属巧合。风 雨

近期，在国际清算银行香
港创新中心的支持下，人民银行
数字货币研究所和香港金管局、
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联合发起了多边央行数字货
币桥的研究项目，旨在探索利用
分布式账本技术实现央行数字

货币对的跨境交易全天候同步

交收，也就是 PVP结算。
业内人士指出， 全球数字

货币研究提速，银行 IT 是有望
率先受益。 随着 DCEP 技术成
熟以及支付流通环境完善，银
行 IT 系统将会是各项技术落
地的先锋领域。支付场景方面，
ATM 以及 POS 机升级以及配
套窗口将逐渐打开， 供应链金
融方面，券商看好银行 IT 系统
引入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

账本、可信计算等技术，推动区
块链技术向全领域扩展。

“二级市场上，金融科技产
品与服务龙头企业有恒生电

子、长亮科技、飞天诚信、格尔
软件。 但这些股票与眼下最热
的碳中和概念股相比，上涨势
头还是比较小的。 ”劳七桃说。
日前 ，央行发布 《法定数字货
币创新研究开放课题申请指

南（2021 年度）》，涉及基于 5G
和物联网新技术的法定数字

货币应用场景创新的研究方

向。 但在他看来，市场好像挖掘
得不深。

“在数字货币产业链方面，
其实还有不少个股值得关注 ，
比如御银股份、 数字认证 、卫
士通、宇信科技、广电运通、新
大陆、新国都、优博讯等。 ”高
智道 。 现在碳中和是市场爆
点， 但国有六大行已经面向公
众正式开始推广数字人民币钱

包， 多地民众仅需申请白名单
即可开通数字人民币账户 ，这
里面的机会应该会细水长流地

展现出来。
“大盘昨天表现跟前天差

不多，股指虽是小跌，上涨股票
却远远多于下跌个股。 ”娇娇拉
回话题。

“昨天抓了个什么票？ ”劳
七桃问华风。

“格尔软件就不错。 ”华风
看了一下图形。

“现在买股就是要专注产
业逻辑、行业景气度变化、公司
质地与估值。 ”高智说。 数字货
币有前途的， 虽然现在反弹力
度不大， 但肯定有良好的市场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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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上海银保监局 7日公布辖内商
业银行个人住房信贷管理自查和监
管稽核调查情况。截至目前，本次监
管稽核调查已发现 123 笔、3.39 亿
元经营贷和消费贷涉嫌被挪用于房
地产市场，同时还发现部分银行首
套房认定不准确、数据填报不规范
以及外部“助贷”机构违规问题突
出等情况。

自 3 月 1 日开始，上海银保监
局选取辖内 16 家银行开展了经营
贷、消费贷违规流入房市专项稽核
调查。通过稽核调查，上海银保监局
发现六类典型违规案例，包括个人
经营贷款违规用于支付购房首付
款；企业经营贷违规用于支付购房
款；消费贷违规用于本行住房贷款
首付款；部分空壳公司集中作为受
托支付交易对手，接收多笔个人经
营贷款，部分贷款资金涉嫌回流至

借款人并用于购房；房产企业违规
向购房客户提供首付资金；小额贷
款公司贷款用于购房认筹。
上海银保监局要求，限时整改

问题贷款；对于违规获取首付款资
金、存在造假行为等申请个人住房
贷款的借款人，应拒绝其房贷申请，
并作为失信行为信息报送上海市公
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对于经营贷、
消费贷等信贷资金违规挪用于房地
产领域的，应及时采取实质性管控
措施；加强银行员工管理，强化员工
法制合规教育，在开展业务中正面
引导借款人合法合规使用信贷资
金，对于存在违规行为的银行员工，
应予以内部问责或纪律处分等。
同时，上海银保监局已将稽核

调查中发现的有关小额贷款公司、
典当公司、房地产公司及房产经纪
公司违规问题线索移交地方政府相
关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共同打击房
地产市场违规行为。

据新华社报道

深交所6日发布《关于康得新
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的公告》，称根据相关规定及
深交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决定

对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简称“康得新”）股票实施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据公告，4月14日起康得新进入

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届满的次一
交易日，深交所对公司股票予以摘牌。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
定书》（〔2020〕71 号）认定的事
实，康得新 2015 年至 2018 年披露
的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追溯重
述后公司 2015 年至 2018 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

简称“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同时，因 2018 年、2019 年连

续两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
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康得
新股票自 2020 年 7 月 10 日起暂
停上市。康得新股票暂停上市后的

首个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
显示，公司 2020 年净利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期末净资产均为负
值，且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据新华社报道

日本东芝公司 7 日说，收到
CVC 资本合伙公司发出的收购
要约，出价超过 200亿美元。

东芝社长兼首席执行官车
谷畅昭 7 日早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收到要约是事实。接下来将
在董事会讨论。”
东芝公司在声明中说：“由于

昨天刚收到初步提议，今后将要
求对方提供具体信息并谨慎探
讨。” CVC 资本合伙公司是
一家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总
部位于卢森堡，主要办公地点在
英国伦敦。

东 芝 6 日 收 盘 市 值 为

1.7437 万亿日元（约合 1039 亿
元人民币）。《日本经济新闻》报
道，CVC 的出价相当于比这一
市值溢价 30%。

共同社报道，CVC 提出收
购东芝，意在使东芝股票私有
化，从而提升经营决策效率。报
道说，东芝决策层与投资基金大
股东持续对立。

东芝部分股东最近对企业
管理机制提出质疑。今年 3 月，
东芝股东大会批准大股东 Eff-
issimo资本管理公司的提议，指
派调查人员审核去年一场东芝
股东会议投票是否公正。
车谷曾任三井住友银行副行

长和 CVC日本分公司法人董事

长。东芝因财务违规等问题陷入
经营危机后，车谷被委以重塑东
芝的重任。然而，他与大股东的矛
盾明显。在2020年股东大会上，
支持他连任的票数跌至57%。

据共同社报道，像东芝这类
拥有核电业务的企业成为外资
收购对象实属罕见，必须接受日
本政府外资限制审查。根据修订
后的《外汇法》，日本经济产业
省和财务省将对收购东芝要约
展开事前审查。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

在7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就上述
收购要约回应：“对于关乎日本
经济社会的重要业务，构筑稳定
且可持续的经营体制很重要。”

深交所：对康得新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上海银保监局昨公布辖内商业银行个人住房信贷管理自查和监管稽核调查情况

又现经营贷消费贷涉嫌挪用楼市

国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意收购东芝

/视觉中国位于东京的东芝总部

C4532 可家访董事长遗孀事业单位退休党员女 67 岁
丧偶未育有多套电梯房寻 81 岁内男(女付)63337606
C4533求圆母亲梦美丽女教师 37岁未婚因父母意外亡
留下工厂急寻有爱心 67 岁内帮管男（女付 )53833358
C4534可先来我家看看住徐汇花园大学教授女
77岁丧偶多年孤独无亲人先夫留遗产多房富裕
身体好寻温和心善真心男上门(女付)63337606
C4535 盼能速婚来我身边女护士长退休 57 岁
漂亮丧偶未育先夫留遗产独居多房备车不计你
贫富觅体贴我关爱男入住家访（女付)53833358
C4536体健清秀富有丧偶未育女医学教授
党员退休 81 岁德才兼备先夫离休干部留
遗产孤独的我独居徐汇电梯房另多房出租
寻知心脾气好忠厚男上门(女付)63337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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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资回收

物资回收

高价收旧书画
老红木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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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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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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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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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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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丰韵女富商 64岁丧偶自营公司多年虽
富有但感情孤独无子女有多房经济优急

寻90岁内体健男士速婚 13524180951
自营公司女 43 岁未婚肤白漂亮无论从事业
上还是情感上都是力不从心有两套独立住房

急寻年长的懂管理的男士为伴 13524180951
事业单位退休女 71 岁丧偶未育肤白漂亮显
年轻独居 3/2 厅房另有房出租人老就是孤单
寂寞急寻 90 岁内健康男速婚 13524180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