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质客户办理幸福分期信用卡，
可享分期专属权益

1.通过该卡办理e分期，尊享分

期额度，限时年手续费率仅3%

2.分期付款期限最长5年

3.分期付款业务提前还款免收

违约金
*详询宜兴工行各网点

广告

建行推出四款代发工资客户专享个人存款产品，资金
智能化管理，让您收益最大化，操作最简化。

产品品种 期限品种 央行基准上浮 最高可执行利率

薪享通优享版

薪享通尊享版

1年 40％ 2.10％

1.755％30％
（7天通知上浮）

通知存款一户通

专属权益，灵活支用； 定期收益，1元起签；
最高可享1.755％年利率，比普通活期高近6倍。

专属一户通
存放金额

尊享版年收益
（元）

活期年收益
（元）

可多得收入
（元）

10万 1755 300 1455

14550300017550100万

500万 87750 15000 72750

宜兴建设银行各网点均可办理
广告

为积极响应中国人民
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关于
开展“人民币知识宣传进社
区”活动的号召，向社会公
众宣传基础金融知识和风
险防御技能，进一步提高社

会公众的反假货币意识和识别假币的能力，净化人民币的流
通环境，中国银行宜兴支行携手宜兴市绿叶公益社走进谢桥
社区，开展“人民币知识宣传进社区活动”。

7月21日上午，宜兴支行业务管理部的业务骨干组成的
“人民币知识宣讲团”来到了谢桥社区，向社区的学生讲解人
民币知识，培养孩子们从小爱护人民币的习惯。

活动过程中，组织孩子们观看了“由中国银行无锡分行
和中国人民银行无锡市中心支行联合打造的新钞票、新伙
伴”——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青少年宣传版）视频，并向
孩子们发放了宣传手册，讲授了如何识别假币、发现假币怎
么办、假币的社会危害性等知识。重点介绍了2019年版第
五套人民币的票面主景图案、防伪特征和识别方法。宣讲团

还带来了假币样本，通过真假币实物对照，向孩子们讲解人
民币的水印、安全线、光变油墨等防伪特征，手把手的向孩子
们传授“一看、二摸、三听、四测”的假币识别技巧。

活动过程中还设置了找真假和有奖竞答环节，通过发放小
礼品调动现场气氛，提高孩子们的参与度。现场气氛相当活跃，
孩子们踊跃回答问题。这种寓教于乐、互动有趣的活动方式增
强了学习效果，使孩子们对学到的反假货币知识融会贯通。

绿叶公益社的欧社长向孩子们讲述了读书的重要性，教
孩子们如何选择一本合适自己的好书，并鼓励孩子们积极参
加“绿叶公益社”的读书征文活动，为自己的暑期开启一条美
妙的书香之旅。

此次活动是中国银行宜兴支行和绿叶公益社开展的联
合公益，旨在帮助孩子们学习新技能、增长新知识，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在今后的金融宣传工作中，宜兴中行将不断扩大
宣传范围、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内容，帮助社会公众更好
的识别防范各类金融风险，为营造健康有序的金融环境贡献
力量，践行银行业的责任。

——中国银行宜兴支行走进谢桥社区开展“人民币知识宣传活动”

中国银行宜兴支行综合管理部

公益结对进谢桥，金融反假育新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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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电动化和自动化应用
日趋加速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经济
参考报》7月31日发表闫磊撰写的
报道《汽车电动化和自动化应用日
趋加速》。文章摘要如下：

当前全球汽车业仍在饱受疫
情的持续打击，但在电动化和自动
化方面，各大车企转型速度不减，
研发创新和落地应用势头正旺。

目前，主要车企在高端电动车
领域发力，提高续航能力成为各家
竞争的主要目标。

业界领头企业特斯拉已经放
出明确信号，认定各型号车的续航
里程将有更高标准。公司CEO马
斯克表示，目前，纯电动车续航里
程不应低于300英里（约合483公
里）。他透露，在对特斯拉Model
Y标准续航版车型的测试中发现其
续航里程低于250英里，正是由于
这个原因，他们取消了Model Y标
准续航版这一车型。马斯克希望
通过此举设立一个行业标准，规范
电动车市场，提升车主的购车、用
车体验。

近期豪华车厂纷纷布局纯电
动车，新车型上市近在咫尺。

宝马公司日前宣布了一项全面
的产品改革计划，其中包括推出全
电动宝马5系。宝马公司表示：“我
们的目标是在10年内将超过700万
辆电动汽车投入市场，其中三分之
二采用全电动驱动系统。”宝马称，
到2023年将有25款电动车型上路，
其中近半数为全电动汽车。

另外，捷豹和奥迪也均加入纯
电动车的战略布局。

部分科技厂商也加速布局进
入纯电动车产业。索尼日前首次
在日本公开了纯电动概念车型

“VISION－S”，并将在2020年内
启动纯电动汽车的公路行驶试
验。据日本媒体报道称，索尼今后

还将开发SUV等多种车型，同时考
虑在日美欧开展行驶试验。今年
初，VISION－S纯电动车在2020
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CES）上正式亮相，百公里加速4.8
秒，时速可达240公里。

由于全球环保标准趋严和消
费者需求的提高，车企布局电动车
并未受到疫情的持续影响，相关合
作也在加速。

戴姆勒计划扩大与雷诺的合
作，共享更多的电动汽车技术。戴
姆勒曾在 2019 年对外表示，其
MPV车型梅赛德斯－奔驰Citan

的下一代纯电动版本将使用雷
诺－日产的电动化技术，并基于雷
诺Kangoo车型进行打造。

除了竞争日趋激烈的电动车
领域，自动驾驶技术和产品也在近
期落地应用。

据日本媒体报道，三井物产、
松下和凸版印刷等日企计划在大
阪府吹田市“万博纪念公园”开展
自动驾驶的实证试验。使用的车
辆为自动驾驶专用的小型巴士，在
窗户上安装与景色联动并播放向
导的显示屏，还具备与乘客对话的
多语种自动语音功能。据透露，该

测试最快9月启动。
美国自动驾驶在测试方面也

在加速推进。据不完全统计，美国
加州机动车管理局已批准超过62
家公司在加州道路上测试自动驾
驶汽车。在测试许可方面，初创公
司AutoX成为第一家获得美国加
州机动车管理局自动驾驶汽车无
人驾驶测试许可的中国公司，也是
第三家在加州获得无人驾驶许可
的公司。

可以预计，自动驾驶领域当前
的火热测试局面，将为相关技术广
泛落地“加油”提速。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内部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内部。（。（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丁丁 汀汀 摄摄））

外汇局：

探索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跨境投资管理改革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记
者刘开雄）国家外汇管理局日
前部署了今年下半年工作重
点，其中涉及深化外汇领域改
革开放、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
险、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等
多个方面。

在7月31日举行的国家外汇
管理局2020年下半年外汇管理工
作电视会议上，外汇局对今年下半
年工作重点进行了全面部署。

深化外汇领域改革开放仍
是下半年外汇领域的重点工作
之一。外汇局将在下半年探索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管
理改革；继续稳步扩大金融市场
双向开放和互联互通；不折不扣
落实各项外汇便利化措施，扩大

贸易收支便利化试点，推进服务
贸易付汇税务备案电子化。

在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
方面，外汇局以“零容忍”态度严
厉打击地下钱庄、跨境赌博等外
汇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外汇市场
健康秩序；加强跨境资本流动宏
观审慎管理，完善外汇市场监
管，保护外汇消费者和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

此外，外汇局将继续完善中
国特色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保障
资产的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加强对“十四五”时期外汇管理
改革发展等重大课题研究，深化

“放管服”改革，健全多层次国际
收支统计体系，推进“数字外管”
和“安全外管”建设。

8月A股红盘开局
科创50指数大涨逾7％

新华社上海8月3日电（记者
潘清）3日是8月首个交易日，沪
深股指高开高走，深市三大股指
涨幅均超过2％，科创50指数大
涨逾7％。两市成交突破1.3万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明显放大。

当日上证综指以3332.18点
高开，全天都在红盘区域运行。
盘中沪指探低3327.68点，尾盘摸
高3368.10点后，以接近这一点位
的3367.97点报收，较前一交易日
涨57.96点，涨幅为1.75％。

深证成指收报13964.56点，
涨 326.68点，涨幅达到2.40％。
创业板指数涨2.63％至2868.88

点，中小板指数收报9295.85点，
涨幅为2.29％。

科 创 50 指 数 当 日 大 涨
7.26％，收盘报1622.81点。

伴随股指收涨，沪深两市个
股普涨，250多只个股涨停。沪
深两市各有一只新股上市，首日
涨幅均为约44％。

除贵金属板块外，其余行业
板块均录得不同涨幅。航天国
防板块领涨，海运、摩托车、船舶
等板块涨幅靠前。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5724亿元
和7615亿元，总成交量超过1.3万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明显放大。

美科技巨头二季度业绩超市场预期
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公司、脸

书公司、苹果公司和谷歌母公司
“字母表”7月30日公布今年第二
季度业绩，其整体表现显著超出市
场预期，对下一季度业绩展望也偏
乐观。

亚马逊公司业绩报告显示，
第二季度净利润达52.43亿美元，
同比增长近一倍，每股盈利10.3
美元，大幅高于市场预期。

同时，苹果公司第二季度实
现净利润112.53亿美元，同比增
长超过10％；脸书公司实现净利
润 51.78 亿美元，同比增加近
98％；字母表公司实现净利润
69.59亿美元。与亚马逊公司一
样，这三家企业每股盈利均高于
市场预期。

分析人士表示，新冠疫情刺

激电子商务及线上居家生活需
求，加上经济逐步重启带动企业
在线广告支出，拉动科技企业业
绩提升。

亚马逊公司业绩报告显示，第
二季度公司食品杂货线上销量同比
增加三倍，带动其食品杂货递送能
力大幅提升，提货点增加三倍。首
席财务官布赖恩·奥尔萨夫斯基表
示，随疫情延续，消费者需求将逐步
转移到更多产品组合。

脸书公司表示，随防疫措施逐
步放松，用户活动已出现正常化迹
象。市场研究机构电子商务市场研
究公司社交媒体首席分析师德布
拉·威廉姆森表示，脸书公司旗下产
品Instagram对该公司整体营业
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提振了整体
业绩。

字母表公司首席财务官露
丝·波拉特表示，第二季度后
期，广告商增加在搜索业务上
的支出，令公司搜索引擎业务
收入同比得以持平，而谷歌云
服务和其他板块营业收入则表
现强劲。

展望今年第三季度，几家公
司的判断均较为乐观。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
库克表示，居家办公趋势刺激了
台式和平板电脑的销量，公司这
两个板块的业绩均有望提升。

亚马逊公司预计，今年第三
季度将实现利润20亿美元至50
亿美元；脸书公司则预计，第三季
度营业收入增长幅度将超过市场
预期。

（新华社记者 刘亚南）

东京股市显著上涨
新华社东京8月3日电（记者

刘春燕）受前一个交易日美股全面
上扬等因素拉动，东京股市3日显
著上涨，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
指数终盘上涨2.24％，东京证券交
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上涨1.78％。

在经历“六连跌”之后，当天东京
股市两大股指跳空高开。由于此前
日经股指累计下跌超过1100点，投
资者回补低价股动向明显，加之东京
外汇市场日元大幅走软，3日东京股
市大盘波动上涨，全天高位运行。

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所主
板市场33个行业板块除空运板块下
跌外其余板块全面上涨，海运、农林水
产、信息通信3个板块涨幅超过3％。

至 收 盘 时 ，日 经 股 指 大 涨
485.38点，收于22195.38点，重回
22000点关口之上；东证股指上涨
26.58点，收于1522.64点。

税务总局局长王军：

再推10项税收服务举措
助力长三角一体化

新华社北京8月3日电（记
者郁琼源 桑 彤）国家税务总局
局长王军日前在上海调研时表
示，税务总局将进一步推出10项
税收服务措施，助力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更大力度服务

“六稳”“六保”大局。
据了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实施后，税务总局专门成立
相关工作领导小组，于2019年
11 月出台了 16 项税收支持措
施。王军说，此次税务总局新推
出的10项措施，围绕提升税收大
数据服务能力、深化增值税电子
发票应用、推行“五税合一”综合
申报，探索推进纳税申报预填服
务、简化税费优惠事项办理流
程、推进税收政策执行标准规范
统一等，进一步丰富长三角地区
税收征管一体化和办税便利化
改革内容。

王军说，各级税务机关要准
确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和工作要

求，深刻认识保市场主体的特殊
重要性。在统筹推进常态化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继续
按照“四力”要求，扎实做好落实
减税降费和依法组织税费收入
工作，确保该减的减到位、该降
的降到位。形势再难、压力再
大，都要坚守不收“过头税费”的
底线，严禁以任何形式增加市场
主体不合理负担。

王军指出，今年是“十三五”
规划收官之年，下半年各项税收
工作任务异常艰巨。各级税务
机关既要抓好重点工作落实，努
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又
要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
划，深入总结“十三五”时期税收
工作，系统谋划“十四五”时期税
收发展思路，把新发展理念贯穿
于税收工作战略性安排和整体
性推进的全过程，更高起点、更
高层次、更高质量推进税收现代
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