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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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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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出发再出发！！创业板创业板““迭代升级迭代升级””
新华社深圳8月24日电（记

者刘 慧 吴燕婷）8月24日，上午
近9点半，随着六下清脆的开市钟
声，创业板注册制首批18家首发
企业上市交易。被誉为“活力之
板”的创业板站上了新的历史起
点，一系列“升级”的市场制度开
始运转。

“要坚持以创为先，不断改
进对创新创业企业的支持和服
务；坚持从严监管，把好入口和
出口两道关，促进优胜劣汰；坚
持稳字当头，守住风险底线，确
保各项改革开放措施平稳落

地。”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创业
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首批企业
上市仪式上说。

创业板注册制首批首发企业
的发行市盈率在19.1倍至59.7倍
之间，平均值39.3倍，中位数37.9
倍，总体符合市场预期。这18家
企业的发行定价打破了之前23倍
市盈率的常态，市场化定价机制
作用开始显现。

深交所理事长王建军表示，
改革后的创业板，将积极践行“建
制度、不干预、零容忍”，坚持以信
息披露为核心，真正把选择权交

给市场。
本次创业板改革系统完善了

交易机制，同时适用于创业板增
量公司和存量公司，新老交易制
度随着创业板注册制首批首发企
业上市切换完成。证监会提示，
广大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
充分了解创业板交易规则的具体
要求，充分了解新老交易机制的
差异化安排。

经过十多年的成长，创业板
已经拥有超800家上市企业、超9
万亿元市值。人们期待，随着创
业板“迭代升级”，资本市场活力

加速释放，为支持创新创业企业
跨越发展开拓出更加宽广的道
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
大动力。

在充分吸收科创板成果和经
验的基础上，创业板将注册制的
探索继续向前推进，统筹增量改
革和存量改革，为下一步全市场
改革积累更多经验。

图为8月24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举行的创业板改革并试点
注册制首批企业上市仪式上拍摄
的敲钟仪式。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央行开展1600亿元逆回购操作
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

者张千千 吴 雨）中国人民银行
24 日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1600亿元逆回购操作。当日有
500亿元逆回购到期，央行实现
净投放1100亿元。

央行发布公告称，为维护银
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当日开
展1600亿元逆回购操作。其中
包括10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
作，中标利率为2.2％，与前次持
平；此外还开展了600亿元14天

期逆回购操作，中标利率为
2.35％，与前次持平。

当日银行间市场除 7天期
利率下行，其他期限利率有所
上行。24日发布的上海银行间
同业拆放利率（Shibor）显示，
隔夜、14天期、一年期利率分别
为2.3595％、2.548％、2.901％，
较 上 一 个 交 易 日 分 别 上 行
10.15 个、12.6 个和 0.1 个基点；
7天期利率为2.23％，下行5个
基点。

天津口岸进口汽车
实现“先落地后缴税”

新华社天津8月24日电（记
者王井怀 张宇琪）日前，30辆总
价值近35.3万欧元的阿迪雅旅
居挂车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完成
海关查验，在区内实现“保税仓
储”，等到实际销售时再缴税。天
津口岸进口汽车加速从“落地征
税”向“保税仓储”模式转变，改善
了营商环境。

长期以来，除平行进口汽车
外，我国对其他以进入中国市场
为目的的进口汽车多实行“落地
征税”，即汽车一落地，就会被征
进口关税和增值税，两项税款约
占货值的20％至50％。

今年国务院批复天津东疆保
税港区转型升级为综合保税区
后，天津东疆保税港区海关积极

推动综合保税区内开展进口汽车
保税存储、展示等业务。

负责进口旅居挂车贸易的华
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赵
春阳介绍说，今后进口汽车可以
在实际销售时再向海关申报缴
税，减轻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资
金压力，销售模式也变得更为灵
活、快速。

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升
级为综合保税区后，叠加其他创
新政策，将有力地推动天津市成
为全国汽车集散地。相关部门在
保证海关严密监管的前提下，将
不断优化监管流程，打造最优的
营商环境，促进汽车“保税仓储”
业务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24 日
电《参考消息》24 日刊登源自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疫情
引发美国大企业破产潮》。报
道摘要如下：

美国股票市场或许正在突
破各种历史新高，美国企业面临
的危难状况却从未如此糟糕。

现在，大型美企的破产申请
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增加，并将超
过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达到的
水平。

新一代研究公司下属的“破
产数据”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8月17日，有创纪录的45家
企业——每家资产都超过10亿
美元——已经根据美国破产法
第11章申请破产，这是陷入财务
困境的企业实现改组的一种常
见途径。

2009 年同一时期，也是金

融危机最深重的时候，这类企业
有38家。而去年同一时期，这
类企业有18家，不到如今水平
的一半。

今年，总计已有157家负债
超过5000万美元的企业根据第
11章申请破产。很多人认为，还
有很多企业将会这么做。

以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为首，
已经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企业违
约，因为低油价已经对很多企业
造成严重损害。

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零
售企业也已经受到严重影响，有
24家企业已经申请破产，这是
2019年水平的三倍。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初步估计
显示，最新破产数据出炉之际，美
国经济在二季度萎缩了 32.9％
（年化后的比率），这是战后历史
上美国最严重的经济收缩。

疫情引发美国大企业破产潮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即将进入春

季，天气回暖，风和日丽，正是旅游的
好季节。往年这个时候，在澳大利亚
悉尼经营旅行社的何清远格外忙碌，
要为即将到来的旺季做准备，但今年
遭遇新冠疫情，一切都不一样了。

旅游业是澳大利亚支柱产业之
一，2018—2019财年（截至2019年
6月）收入608亿澳元（1澳元约合
0.7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3.1％。
旅游业相关就业人数超过66万，占
澳大利亚总就业人数5.2％。

新冠疫情的暴发让旅游业遭受
重创。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
在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的财
政年度里，海外短期访客人数比上
财年下降27.9％，创下6年来新低。

“在今年2月新冠疫情影响开
始显现前，海外短期访客人数保持
逐月增加态势。3月更严格的出入
境限制措施出台后，海外短期访客

人数下降惊人。”澳大利亚统计局
移民统计主管珍妮·多巴克说。

雪上加霜的是，6月底第二波疫
情突如其来且愈演愈烈，作为疫情

“震中”的第二大城市墨尔本管控措
施升级，各州也纷纷维持原本有望
放开的出入限制。这让原本寄希望
于国内市场恢复以抵消国际市场损
失的旅游业希望再次破灭。加之中
小规模从业者在行业中占大多数，
面对艰难的市场环境，不少企业通
过减薪、裁员以降低成本维持运营，
一些企业不堪重负宣告破产。

根据最新数据，澳大利亚旅游
业在今年4月和5月萎缩了87％，
损失达118亿澳元，其中国内旅行
总支出从去年同期的135亿澳元下
降到17亿澳元。

澳大利亚旅游业委员会执行
总裁西蒙·韦斯塔韦表示，该机构
成员中，近九成小型企业都在依靠
政府工资补贴计划维持运营。

在澳大利亚旅游胜地大堡礁
提供潜水相关服务的保罗告诉记
者，目前他的生意只有正常情况下
的30％甚至更少。“如果各州之间
放开出入限制，估计还能增加一些
客源，但即便如此也跟疫情暴发前
无法相比。”

在墨尔本经营一家大型旅行
社的詹姆斯打算下个月关闭所有
门店，只留一间办公室。“按照现在
的管控措施，9月13日之前我们都
不能营业，之后怎么样还不知道，
而且房租没减免、贷款还要还，想
想就头痛。”

目前，澳大利亚旅游业委员会
等机构已经开始游说政府，希望各
州能够尽快放开出入限制措施，加
大对区域内旅游的扶持，同时在就
业等方面继续予以政策支持。

（新华社记者 郝亚琳）

东京股市继续反弹
新华社东京8月24日电（记

者刘春燕）东京股市两大股指
24日继续微幅反弹，日经225种
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较前一
交易日微涨0.28％，东京证券交
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上涨0.19％。

当天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微
幅低开，市场交易清淡，大盘呈
小幅盘整态势。早盘期间，受
亚太主要股市上涨等因素影
响，投资者情绪得到提振，日经
股指一度升至23000点关口上

方。不过，由于缺乏进一步利
好，下午交易时段两大股指涨
势有所回落。

从板块来看，东京证券交易
所主板市场33个行业板块涨跌
不一，其他制品领涨，零售、机械
等板块小幅上涨，橡胶制品、海
运、空运等板块跌幅靠前。

至收盘时，日经股指上涨
65.21 点，收于 22985.51 点；东
证 股 指 上 涨 3.07 点 ，收 于
1607.13点。

风暴威胁
影响美国墨西哥湾油气生产
新华社休斯敦8月23日电

由于两场风暴逼近，美国墨西哥
湾地区油气企业不得不将员工
撤离近海钻井平台，油气生产受
到影响。

美联社援引美国内政部最
新数据报道，根据油气企业提交
的报告，墨西哥湾地区114个近
海钻井平台已将人员撤离。这
些钻井平台产量约占墨西哥湾
地区原油产量的58％，天然气产
量的45％。

据悉，飓风“马尔科”正在逼
近墨西哥湾沿岸地区，随后热带
风暴“劳拉”也将在该地区登陆，
并可能升级为飓风。

2017年飓风“哈维”曾导致
墨西哥湾沿岸大量炼油厂停
工，汽油价格大幅上涨。对于
此次两场风暴来袭，分析人士
认为，考虑到当前汽油库存充
足，加之新冠疫情导致汽油需
求下降，风暴不太可能大幅推
高汽油价格。

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数量大幅增长
统计显示，1至7月，连云港中欧班列实现大幅增长，累计开行中欧

班列370列，同比增长43.97%。今年以来，尽管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巨大压力，多地中欧班列的开行数量均实现逆势大幅增长，为畅通国
际物流通道提供了有力支撑。图为8月23日，位于江苏连云港的中哈
（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一列国际班列鸣笛驶出。 （新华社发）

疫情冲击下澳大利亚旅游业苦苦挣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