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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今年将投放500亿元贷

款支持科技创新 记者从国家开发

银行获悉，国开行日前设立科技创

新和基础研究专项贷款，加大金融

支持科技创新力度。“十四五”期

间总体安排投放专项贷款3000亿

元，其中2021年安排投放500亿元。

●第八届上交会线上线下“共

振”，为领先科技“找新家” 将于

4月15日至17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

(上海 )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

将通过线上线下“共振”方式，帮

助先进科技与资本、服务和市场

“牵手”。

●国家卫健委：6日新增新冠

肺炎确诊病例12例，其中本土病例2

例均在云南 国家卫健委7日通

报，4月6日0-24时，31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

告新增确诊病例12例，其中境外输

入病例10例(上海2例，四川2例，北

京1例，江苏1例，福建1例，山东1

例，湖北1例，广东1例)，本土病例

2例(均在云南)。

● IMF上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

预期至 6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4月6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

望》报告和2021年4月《全球金融

稳定报告》上调今明两年世界经济

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1年和

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计将分别

达到6%和4 . 4%，高于此前该组织的

预期值。

●日本家庭消费连续3个月同

比下降 日本总务省6日公布的调

查报告显示，受日本再次实施紧急

状态影响，2月份日本实际家庭消

费连续3个月同比下降。2月日本两

人以上家庭平均实际消费支出为

25 . 2451万日元(1美元约合110日元)，

同比降幅从上月的 6 . 1 %扩大至

6 . 6%。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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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5G应用场景越来越多，也将推动5G

用户大幅增加

4月6日公布的3月财新中

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

(服务业PMI)录得54 . 3，大幅

上升2 . 8个百分点，连续11个

月位于扩张区间，服务业升至

较高景气水平，企业预期持续

向好。财新智库高级经济学家

王喆表示，经济持续复苏，3

月制造业和服务业供求均位于

扩张区间，服务业强劲反弹。

图为在潍坊市寒亭区长松科技

园，市民在街景梦工厂的综合

展厅参观体验。（据新华社）

服务业
强劲反弹

今年以来
431家银行网点关门

Da shi

大事

导报讯(记者 刘勇)7日，经

济导报记者从山东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获悉，全省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试点城市名单已公布，确定

济南、枣庄、烟台、潍坊、济宁、日

照、德州、聊城、滨州9市为2021年

度省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城

市，并公布了9个试点市的26个老

旧小区改造试点项目。其中，济南

市中区王官庄小区改造项目、天

桥区天福苑片区改造项目在列。

今年1月，山东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发布了关于组织申报

2021年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试点

城市的通知。通知提出，择优选

取部分设区市(2020年试点市也

可申报)继续开展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试点，在试点市确定一批承

担试点任务的“4+N”改造项

目，探索财政引导、市场参与、

金融支持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模

式，形成可复制推广经验。

9个试点城市经城市自主申

报、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确定。

2021年度承担山东省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试点任务项目名单同时公

布，9个试点市将推进26个试点

项目，428 . 32万平方米，共将改

造191个小区，1496栋楼，惠及

46949户老旧小区住户。试点改

造小区数量最多的是潍坊市，共

有52个小区将改造，其次是滨州

市，将有39个小区试点改造。

据悉，承担试点的项目，每

平方米改造投入应在 4 0 0元以

上，其中市场主体投入(包括基

础类、完善类、提升类)占比30%

以上；已编制完成市场化运作实

施方案，明确项目实施主体，项

目改造资金投入、项目平衡资源

产出论证充分；项目实施主体已

将申报资料报政策性银行，项目

评审已进展到最后审批阶段。

在户外改造内容上，完善

类、提升类项目多，相应的产业

导入较为顺畅，市场化运行机制

基本成型。同时，重视探索户内

相应改造，拉动老旧小区户内的

适老化、健康化改造和家居、家

电、装修等更新，老旧小区改造

在扩大投资、促进消费方面的效

果明显。有较为完善的长效管理

机制，物业服务必须做到全覆

盖。申报城市的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的组织实施和推进机制力度

大、有特点、效果好。

此前，山东省住房城乡建设

工作会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

的任务目标。其中，改造老旧小

区290万户。

山东省住建厅公布城镇老旧小区改造9试点城市和多个试点项目名单

全省2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入选

5G低价套餐
渐行渐近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

日渐深入，有着市场“看门

人”之称的中介机构，也迎来

愈发严格的监管。

6日，证监会网站披露了

29份处罚信息，涉及海通证

券、中信证券等多家券商机构

和多位从业人员。经济导报记

者发现，这些处罚信息中多数

涉及首发上市业务违规行为，

另外还有部分涉及新三板、债

券等业务方面的违规。

海通证券对新绿股份
未勤勉尽责

从此次证监会披露的处罚

信息上看，监管层对于券商及

从业人员勤勉尽责方面关注度

颇高，多张“罚单”都点出了

中介机构对发行人、挂牌公司

情况核查不充分的问题。

其中，部分违规行为涉及

山东公司。如海通证券作为山

东新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新绿股份”)推荐挂牌主

办券商，未勤勉尽责，对挂牌

公司内控情况、股权情况等核

查不充分，因此被证监会出具

警示函 ;陈万里、赵峰在担任

淄博鲁华泓锦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鲁华泓锦”)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保荐代表

人过程中，未勤勉尽责，对发

行人应收款项、固定资产、股

权变动等情况的核查不充分，

被出具警示函。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新

绿股份早在2019年就曾收到过

证监会处罚，提出在2015年申

请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挂牌时，通过虚构与收入相

关的经济利益流入的方式虚增

主营业务收入7 . 25亿元，占公

开披露金额的53 . 03%。其中虚

增2013年主营业务收入2 . 66亿

元、2014年主营业务收入3 . 02

亿元、2015年1至4月主营业务

收入1 . 58亿元，分别占公开披

露金额的53 . 77%、46 . 49%、

70 . 29%;对同期利润总额影响数

分别为4246 . 79万元、5037 . 76

万元、2631 . 05万元，占公开

披露净利润总额的71 . 46%、

74 . 19%、121 . 19%。

同时，新绿股份披露信息

称，董事长陈星持有新绿股份

39 . 76%股权，系新绿股份实际

控制人。但经过调查，在新

绿 股 份 股 票 公 开 挂 牌 转 让

前，彼时的莒南鸿润食品有

限公司实控人陈思长期代陈

星履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职权，并在申报期内实际

代陈星履行公司董事长职务

及股东权利。而陈思作为公

司实际控制人且长期履行董事

长职权，直接主导新绿股份

2013年至2015年1至4月财务数

据造假。

显然，这些问题，海通证

券在任公司推荐挂牌主办券商

时，都未及时发现。而新绿股

份也因为上述种种违规行为，

被终止在新三板挂牌。

因新绿股份被证监会“点

名”的还有从业人员方琴，其

作为公司推荐挂牌项目小组

负责人，未勤勉尽责，对挂

牌公司内控情况、股权情况等

核查不充分，证监会决定对其

采取监管谈话的行政监督管理

措施。

经济导报记者发现，证监

会6日披露的处罚信息中，还

有杨振慈、汪岳等多人被采取

监管谈话，原因都为对相关公

司未 勤 勉 尽 责 ， 对 关 联 交

易、关联方资金占用等情况

核查不充分。另外，还有数

人被认定为不适当人选，涉及

未通过函证、访谈等方式对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核查

等违规行为。

IPO保荐
成监管重点

当然，从针对性上看，此

次证监会披露的处罚信息中，

IPO项目仍是主要领域，多家

券商及从业人员就因首次提交

的保荐工作报告等材料中未详

尽披露、对发行人情况核查不

充分、内部控制有效性不足、

走访客户的方式不合理且流于

形式等被开具了监管罚单。

>>下转2版

随着我国线上支付业务的不断便捷和普及，中国

已经进入移动支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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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报讯(记者 初磊)4月7

日，经济导报记者从中国铁路

济南局集团公司获悉，10日零

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

运行图。济南局主动适应客货

运输需求逐渐旺盛的实际，优

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提升服

务品质，为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满足人民群众出行和运货

需求提供可靠运输保障。

新运行图去往中西部城市

间运行时间大幅压缩。今年江

苏徐州至连云港高速铁路的开

通，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网，为优

化调整胶东半岛城市去往中西

部城市列车开行创造了条件。

新图将安排开行6对日常线、1

对高峰线动车组列车，在连云

港至徐州东间改经徐连高铁运

行，分别为：烟台至襄阳东

G3226/7、G3228/5次；青岛至长

沙南G290/87、G288/9次；青岛

至重庆西G1838/5、G1836/7次;

兰州西至威海G2686/3、G2684/5

次；郑州东至青岛北G1852/3/2、

G1851/4/1次；襄阳东至青岛

北G3222/3/2、G3221/4/1次；郑

州东至青岛北G425 6 / 7 / 6、

G4255/8/5次。新图运行后青

岛北至襄阳东单程压缩1小时

54分；烟台至襄阳东压缩1小

时；青岛至重庆西压缩1小时

14分；威海至兰州西压缩运行

时间37分钟。山东沿海城市旅

客去往徐州方向更加快速、便

捷，长途旅客出行体验更优质。

据悉，新图对济南西至岚

山西G6967/G6964次列车运行

区段调整为济南(济南西)至临

沂北，填补了日兰高铁15：00

至17：30日照西至临沂北间没

有列车的空白，满足日照旅客

在临沂北站接续换乘G55 3 1

次、G5563次去往京沪高铁方

向的乘车需求，同时满足临沂

旅 客 在 日 照 西 站 接 续 换 乘

D2872/69次、D2930/27次、D2154/1

次、D2125次去往南京、上海、南

通等方向的乘车需求，旅客乘

坐环形高铁换乘更加便利、出

行选择更加多样化。

此次调图优化调整货运列

车开行结构，增加兖石、胶

济、京沪等线路货物列车49

对，进一步满足港口、厂矿、

客户铁路货物运输需求，扩展

货物运输能力。灵活调整德

州、临清、台前北、堂邑等分

界口货物列车开行方案，货物

运输通道更加畅通。进一步优

化中欧班列开行方案，加密济

西至二连中欧班列开行密度，

由每周1列增加为每周2列，有

效保障国际供应链稳定畅通。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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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新列车运行图10日零时实行

青烟威到中西部城市平均省1小时

证监会开出29张“罚单” 海通与中信证券等在列

IPO保荐成上市监管重点
导报讯(记者 杜杨)4月8日-12

日，第四十三届齐鲁国际汽车展

览交易会(下称“齐鲁国际车展”)将

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近百个

汽车品牌，近千款车型一站式聚

齐，尤其是豪华馆(E馆)，奔驰、宝

马等将在“大展台”上悉数亮相。

齐鲁国际车展是齐鲁大地品

牌最全、规模最大的汽车盛宴，

每年4月、9月、12月在山东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自1999举办首届至

今，走过了20余年的辉煌历程，累

计销量40万台，累计参展人群700

万人，成为齐鲁车市的风向标。

本届齐鲁车展与往届一样，会对

所有前来看展的市民免费。

本届车展豪华馆更是品牌云

集，奔驰、宝马、沃尔沃、林肯、凯

迪拉克、捷豹路虎、雷克萨斯早

早入驻E馆，玛莎拉蒂、阿斯顿马

丁、保时捷、罗伦士、阿尔法·罗密

欧等豪车品牌也将亮相其中。值

得注意的是，奔驰品牌拿下1000平

方米展位，宝马也拿下800平方米

展位。来看豪车，大展位将为顾

客带来豪华的场景体验。

齐鲁国际车展
将于8日开幕
近千款车型一站式聚齐

日辰股份
布子“一路向南”

预计日辰股份将在华东进驻线下渠道，发掘生鲜、

便利店、速食产品等领域的空间

E 盘后点睛

导报讯(记者 时超)7日，沪深

两市小幅下探，随后企稳回升，截

至收盘，上证指数跌0 . 1%报3479 . 63

点，深成指跌0 . 74%报13979 . 31点，

创业板指跌0 . 86%报2807 . 2点；两市

合计成交7401亿元，较前一日有所

放量，但北向资金净流出了28 . 16

亿元。

板块表现方面，钢铁板块强势

拉升，盛德鑫泰、凌钢股份等个股

涨停，航运、煤炭、电力等板块也

有明显上涨。

万和证券指出，随着4月业绩

披露密集期到来，市场对业绩关注

度明显上升，在板块选择方面更应

重视业绩表现。短期来看，受益于

经济持续复苏的中游制造业及必选

消费业绩确定性相对较强；受益于

政策推动及行业景气持续提升，可

重点关注科技创新等板块。

A股小幅下探
关注科技板块

6日，证监会网站披露了29份处罚信

息，涉及海通证券、中信证券等多家券商

机构和多位从业人员。其中，部分违规行

为涉及山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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