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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发布厅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批准予以终止营业，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
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丰管路支行
简称：交通银行北京丰管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35
许可证流水号：00591302
批准成立时间：2015年06月25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20号东南角楼1层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07月15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福海国际支行
简称：交通银行北京福海国际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18
许可证流水号：00591009
批准成立时间：2015年02月09日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南苑5号金泰彤翔商厦2#楼1层1009号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07月15日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时代之光支行
简称：交通银行北京时代之光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11000120
许可证流水号：00591271
批准成立时间：2015年06月05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5号2号楼一层101及
二层部分房间
批准终止营业时间：2020年07月15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终止营业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批准，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业务范围：许可该
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
准，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现予以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海淀区阜石路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320
许可证流水号：00592698
批准成立日期：1996年12月19日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6号院玉阜嘉园1号楼1层15-2
电话：010-68225610
邮编：100039
发证日期：2020年05月14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大兴区瀛海营业所

机构编码：B0018A211000084
许可证流水号：00592721
批准成立日期：2006年02月23日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瀛海镇瀛坤路3号院19号楼101
电话：010-69279512
邮编：100163
发证日期：2020年07月01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本报北京7月20日讯 记者乔金亮报
道：为加强海参养殖用药监管，加大对违法
违规使用农药等行为的打击力度，农业农村
部日前下发《关于加强海参养殖用药监管的
紧急通知》，组织各地开展海参养殖违法违
规用药专项整治行动。

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根据通
知，各地要在7月17日至8月31日的专项整
治行动中，对海参养殖使用敌敌畏等农药、
孔雀石绿等禁用药、氧氟沙星等停用药和
假、劣兽药，以及无证经营兽药、销售原料药
给养殖者和销售假、劣兽药等行为，进行拉
网式、全覆盖的摸底清查。对检查中发现的
违法违规用药、售药行为严厉打击，发现一
个、查处一个、绝不姑息，严厉整肃海参养殖
用药和兽药经营市场秩序。

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快健全海参用药日常
监管机制，认真查找日常监管工作中的漏洞和
短板，加快建立长效机制。指导养殖者推行水

产健康养殖，自觉规范海参养殖日常生产、用
药行为，同时加强对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执法
巡查。积极开展水产养殖规范用药科普下乡
活动，广泛向海参养殖者普及法律知识。农业
农村部将调度、督导各地整治情况，将相关违
法行为查处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

日前，有媒体曝光山东即墨海参养殖业
户在养殖前清理池塘时违规使用敌敌畏和个
别农资店无证经营兽药等问题。农业农村部
立即派出工作组赴山东指导后续查处工作。
据悉，在工作组指导下，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和
当地有关部门对事发基地水体、底泥、海参进
行了取样检测，抽检的66批次样品未检出敌
敌畏成分。山东已组织对全省海参养殖主体
开展拉网式排查，截至目前，已排查海参养殖
业户1257家，暂未发现在养殖过程中违法违
规使用投入品问题。山东省及沿海地方有关
部门将及时受理社会举报，调查情况和依法
查处情况将及时发布。

农业农村部部署

开展海参养殖违法违规用药专项整治

本报北京7月20日讯 记者李万祥报
道：最高人民检察院7月20日发布今年1月
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上半
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民
事生效裁判提出抗诉 139 件，同比上升
19.8%，提出再审检察建议342件，同比上升
69.3%。

据统计，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对危害金
融安全类犯罪逮捕7822人、起诉19834人，
同比分别下降41.5%、上升25.5%。第二季
度批准逮捕3586人、起诉11606人，环比分
别下降15.3%、上升41.1%；对涉“套路贷”

“校园贷”“以非法手段催收民间借贷”犯罪批
准逮捕1066人、起诉5016人，同比分别下降
74%、上升22.9%。

在服务保障非公经济发展方面，2020年
1月至6月，全国检察机关对影响非公经济发
展的刑事犯罪逮捕3528人，同比下降49%，
起诉10532人，同比上升21.1%，第二季度逮
捕 1491 人、起诉 6570 人，环比分别下降
26.8%、上升65.8%；对影响非公经济发展的
民事生效裁判提出抗诉139件，同比上升
19.8%，提出再审检察建议342件，同比上升
69.3%，对民事审判监督提出检察建议 96

件，同比下降10.3%，对民事执行活动监督提
出检察建议192件，同比上升48.8%；对影响
非公经济发展的行政裁判提出抗诉4件（去
年同期为1件），对行政审判活动监督提出检
察建议8件（去年同期为1件），对行政执行活
动监督提出检察建议80件，同比上升86%。

最高人民检察院案件管理办公室主任董
桂文表示，今年上半年处于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的特殊时期，与往年相比，检察业务数据的
最大变化是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办案数据下
降幅度较大，诉讼监督类办案数据下降幅度
较小，或者持平上升。

数据显示，刑事检察办案数量随疫情形
势变化明显，诉讼监督整体推进有力。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总体刑事犯罪案件数量同
比下降的同时，利用电信网络手段实施犯罪的
数量同比上升。其中，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和
决定逮捕各类犯罪嫌疑人280333人，和去年
同期相比下降47.1%；起诉利用电信网络实施
的犯罪52473人，占起诉数的7.8%，同比增加
3.7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
逮捕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6624人，经
审查，批准和决定逮捕5370人；受理审查起诉
8991人，经审查决定起诉5565人。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上半年整体刑事发案量同比下降

在7月20日召开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2020
年中媒体沟通会”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
长兼秘书长付炳锋表示，复工复产推动汽车行业
二季度产销大幅回升，总体表现好于预期，下半年
汽车市场将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

众所周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暴
发，汽车行业按下了“暂停键”，今年2月份产
销基本停摆，3月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开始恢
复，情况稍有好转。一季度，国内汽车产销累
计同比下降均在40%以上，汽车行业受到了巨
大冲击。

付炳锋表示，在巨大压力下，全行业同舟共
济，不畏艰难，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扎实推进复工复产。4月份汽车产销年内
首次突破 200 万辆，且单月结束销量“21连
降”，呈现回暖势头。5月份生产端信心进一步
提升，消费端需求进一步释放，产销同比实现两
位数增长。6月份供需两端延续良好态势，各类

车型产销继续保持增长。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上半

年，国内汽车产销累计均超过1000万辆，分别
为1011.2万辆和1025.7万辆，同比下降16.8%
和16.9%。从上半年总体情况来看，疫情冲击给
汽车市场带来的损失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
尽管汽车产销累计整体仍为负增长，但汽车总体
产销状况已明显好于预期。而从全球角度看，我
国汽车工业恢复的速度和程度都是领先的，表现
出较强的韧性和恢复动力。

国内汽车市场好转离不开全行业共同发力。
半年来，中汽协密切关注疫情对行业的冲击和对
企业的影响，开展了一系列紧张、有序且务实的
工作。为政府部门和行业企业掌握情况、反映诉
求提供了有力支撑，有效助力了汽车行业复工
复产。

虽然上半年汽车市场受疫情冲击损失巨大，
但对于下半年的行业发展趋势，付炳锋持乐观预

期。“下半年市场会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过程，基
本与去年持平；如果下半年市场恢复得好，全年车
市降幅可能会恢复到10%以内。”付炳锋说。

第一，从结构上来看，受各类宏观经济政
策、基建投资政策、排放标准切换、治超治限以
及高速公路按轴收费等重大利好驱动，商用车下
半年将保持大幅增长，而乘用车将继续面临相对
较大的下行压力。

第二，在乘用车领域，中高端市场相对平稳，
下半年依然会有较好的表现，而低端市场仍将进
一步萎缩，中国品牌将受到更严峻的挑战。

第三，受补贴大幅退坡、续航里程问题制
约、充电基础设施不足、缺乏有效的商业模式等
诸多因素影响，新能源汽车市场出现大幅下降。
疫情期间，出行市场遇到了“天花板”，而个人
消费当前仍处在缓慢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真正的
爆发点。新能源汽车产业在市场端还需要更大力
度的政策支持。

中汽协乐观预测——

下半年汽车市场有望平稳发展
新能源汽车产业还需更大力度的政策支持
本报记者 刘 瑾

本报北京7月20日讯 记者周琳报道：为规范证券公
司承销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行为，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7月20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制定并发
布实施《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规范》（以下简称
《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规范》，在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通过向网
下投资者询价方式确定发行价格的，可以初步询价后确定发
行价格，也可以在初步询价确定发行价格区间后，通过累计
投标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规范》要求，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至少采用互联
网方式向公众投资者进行公开路演推介，并事先披露举行
时间和参加方式。路演时不得屏蔽公众投资者提出的与本
次发行相关的问题。路演推介内容不得超出证监会及交易
所认可的公开信息披露范围。此外，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
首次公开发行证券过程中，公开披露的信息应当在交易所
网站和符合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通过其他途径披
露信息的，披露内容应当完全一致，且不得早于前项披露
时间。

自6月12日以来，中国证监会、证券业协会、深圳证

券交易所等多个部门先后发布涉及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管理等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相关制度规则以及配套
规则，此次《规范》发布是相关部门继续完善创业板IPO注
册制管理配套制度的有力举措。

博时创业板ETF基金经理尹浩认为，创业板试点注册
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完善资本市场制度，面对即将落地的创业
板注册制改革相关举措，证券承销机构应勤勉尽职，恪守相
关规章制度，严控风险。以创业板试点注册制为标志，资本
市场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向新兴产业及高科技公司张开怀
抱，更多的创新创业企业将会在创业板注册制的土壤上不断
涌现成长起来。

创业板注册制改革，体现了监管层对创业板优胜劣汰的
制度安排，首先引入更多具有成长性的创新创业企业，同时
完善退市制度，加大劣质企业出清力度，从而推动创业板的
健康发展。创业板注册制改革后，上市条件明显优化，将综
合考虑预计市值、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制定多元化上市条
件。支持已盈利且具有一定规模的特殊股权结构企业、红筹
企业上市，未盈利企业在改革实施一年以后再做评估是否可
申请上市。

继续完善注册制改革管理配套制度——

创业板IPO承销规范发布

本报北京7月20日讯 记者齐慧、通讯
员程志 张伟报道：20日，由中铁十八局集团
负责施工的山西中部引黄工程TBM1标工
程完成，标志着中部引黄工程全长201公里
的总干线全线贯通，年底将具备向保德、兴
县、临县、离石、柳林这5个县（区）2.45亿立
方米的年供水条件。

中部引黄工程是大水网四大骨干工程
之一，从黄河天桥水电站引水，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山西覆盖市县最广、综合效益显著的
特大型民生水利工程，也是山西输水线路最
长、投资规模最大、受益人口最多的引水工
程，可解决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严重缺
水问题，为当地脱贫攻坚、生态环境改善和
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提供坚强保障，同时对应
对山西中部发生特大旱情、汾河流域生态修

复、沿线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据中铁十八局集团山西省中部引黄工程
TBM1标项目经理王灿林介绍，全线共有3
个TBM标段，其中TBM1标机械掘进共完
成26公里长距离的TBM独头掘进和14公
里压入式独头通风，支洞段沿线共经过7条
断层、主洞段共经过5条断层且3条位于地
下水位以下。

TBM1标引水隧洞贯通，也标志着山西
大水网建设逐步进入尾声，工程通水后山西
全省年总供水量将由“十一五”末的63亿立
方米提高到91亿立方米，可新增和改善灌溉
面积150万亩，受益人口达320万，供水区面
积占到全省72%国土面积，让84%的乡工业
生产和居民生活用水得到保障。

大水网四大骨干工程之一

中部引黄工程总干线全线贯通

上半年，全力帮助中小企业战疫情、渡难关——

央企为社会运行降成本超1200亿元
本报北京7月20日讯 记者周雷报道：国

务院国资委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坚决
执行国家降电价、降气价、降资费、降路费、降
房租政策，今年上半年累计降低全社会运行成本
超过1200亿元，全力帮助中小企业战疫情、渡
难关。

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中，3家通信企业贯彻
落实提速降费等要求，让利约420亿元；2家电网
企业对高耗能行业外的工商业电力用户电费按
95％计收，放宽两部制电价用户办理减容、暂停
限制，合计降低用户用电成本约540亿元；3家中
央石油石化企业全面下调非居民用气价格，降低
下游企业用能成本180亿元。此外，中央企业上
半年降路费50亿元，主动为中小微企业降本减
负，累计减免租金超过40亿元。

国务院国资委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表
示，按照国务院的有关要求，下半年中央企业会继
续落实相关政策，将进一步降低社会运行成本。

据彭华岗介绍，接下来，对于支持中小企业
发展，中央企业将主要采取以下几方面措施：一
是要加大基础供应力度，像油电煤运等方面要做

好基础工作，保障基础供应；二是继续贯彻降费
让利的政策；三是加强和各类企业，特别是产业
链、供应链中小企业的合作。现在正在积极开展
中央企业欠款清欠工作，特别是对中小企业的没
有分歧的欠款，该还的尽早归还。此外，用投资
拉动整个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这也是对中小企业
的重要支持。

此外，国务院国资委还对外公布了2019年度
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招商局集团、
中国海油、保利集团等48家中央企业在考核中获
评A级，数量与上一年度持平。

国资委去年修订印发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
营业绩考核办法》，明确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和任期
经营业绩考核等级分为A、B、C、D四个级别，A
级企业根据考核得分，结合企业国际对标行业对
标情况综合确定，数量从严控制。据国资委新闻
中心政务新媒体“国资小新”梳理统计，自国资委
对中央企业实施经营业绩考核以来，有8家企业
连续16个年度考核获评A级，分别是航天科技、
兵器工业集团、中国电科、中国海油、国家电网、中
国移动、国投集团和招商局集团。

近日，在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水北镇丰收水
稻烘干基地，工作人员正在将刚刚从农田里收购
上来的湿稻谷进行烘干。

眼下，正值南方早稻收割时节，由于近期持续
暴雨，给早稻收割带来不利影响，为此，新余市渝
水区积极组织农户开展抢收抢烘，全区30多家稻
谷烘干企业加紧稻谷烘干，切实帮助农民解决晒
粮难题，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助力农民增收。

廖海金摄（中经视觉）

抢收抢烘

颗粒归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