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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贝通信

中国高科

腾达建设

市北高新

金花股份

苏州高新

名称
佳隆股份

华控赛格

天邦股份

中国宝安

深 赛 格

乔治白

收盘价
11.30

5.68

2.63

8.33

11.62

6.58

收盘价
3.37

4.25

5.67

5.02

6.33

6.99

涨幅（%）
43.95

10.08

10.04

10.04

10.04

10.03

涨幅（%）
10.13

10.10

10.10

10.09

10.09

10.08

名称
翔港科技

栖霞建设

*ST工新

*ST毅达

*ST厦华

*ST安泰

名称
康得新

齐翔腾达

山西路桥

精艺股份

万方发展

御家汇

收盘价
27.20

3.46

2.97

1.87

2.82

2.85

收盘价
12.40

9.95

4.90

8.28

6.65

25.44

跌幅（%）
-8.66

-5.21

-5.11

-5.08

-5.05

-4.36

跌幅（%）
-10.01

-9.95

-7.20

-5.91

-5.81

-5.50

名称
太平洋

包钢股份

农业银行

大众公用

中国联通

紫江企业

名称
京东方Ａ

利欧股份

东方财富

乐视网

国海证券

中兴通讯

收盘价
3.10

1.68

3.61

5.08

5.63

4.52

收盘价
2.93

1.76

13.83

3.61

4.84

20.20

成交额（万）
93193

43318

79418

107413

106661

77908

成交额（万）
163678

52422

335358

80166

101130

284661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7.92

6.39

11.71

9.34

8.17

4.76

6.62

4.11

6.51

涨跌幅（%）
+3.66

+1.43

+1.30

+2.98

+2.12

-0.21

+1.22

+0.74

+1.88

成交量（手）
408543

188851

20784

181574

164181

90128

18857

126294

41258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排行榜沪市沪市
昨日昨日

排行榜排行榜深市深市
昨日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上海11月15日电（记者潘清）
受重组失败及大股东违规担保拖累，上市
公司新光圆成 11 月以来“收获”8 个跌停
板。而此类违规担保导致上市公司及公众
投资者利益受损，在A股市场几成顽疾。

最高人民法院对担保纠纷案件相关法
律问题的解释有望出台，或为资本市场这一
顽疾“对症下药”。面对立法新动向，上市公
司又该如何上好“合规”这一课？

违规担保几成违规担保几成““顽疾顽疾””

宣布中止重大资产重组后，上市公司新光
圆成于11月1日复牌，并在此后8个交易日连续
一字跌停，截至12日收盘累计跌幅高达近57%。

除了重组失败，新光圆成股价惨遭“腰
斩”，与公司10月30日发布的一份提示性公告
密切相关。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
在未履行正常审批决策程序的情况下，在担保
函、保证合同等法律文件上加盖公章，对外担
保金额累计约为3亿元人民币；以公司名义对
外借款并占用，结余总额为6.6亿元。

事实上，类似的违规担保在A股市场几
成“顽疾”。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梳理
发现，违规担保现象基本分为两种情况：未
经任何内部决策机构批准，实际控制人、董
事长或其他有权人士直接指使相关人员在
担保合同上加盖上市公司公章；决策机构层
级不够，主要表现为应该由股东大会审议的
担保，仅由董事会决议通过。

违规担保案例中，担保方主要是上市公
司及其子公司，被担保方大多是上市公司的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债权人则
包括了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信托公司、
P2P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公司、
商贸公司、自然人等各类主体。

违规担保隐蔽性增强违规担保隐蔽性增强 立法新动向引发立法新动向引发
关注关注

伴随近年来监管趋严，违规担保案例中
的债权人逐渐由商业银行转向小额贷款公
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甚至民间借贷。担保
主体则由上市公司“下沉”至其控股子公
司。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违规担保的便
利性，也增强了其隐蔽性。

大多数违规担保案例的相关信息披露
属“被动公开”，而此时危害往往已经发生。
一旦债务人未能正常履约，经司法判决后仍
不能清偿债务的，上市公司作为担保方将被
要求履行担保责任，其优质资产、主要账户
或遭查封、冻结。这意味着，违规担保不仅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而且伤及广大公众投资
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今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关于审理为
他人提供担保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
释（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文件基本明
确，违规担保原则上对公司无效。

立法新动向引发业界高度关注。投服中
心近日公开发声，敦促上市公司以此为契机
认真开展自查，全面排查上市公司及其子公
司有无违规担保行为，同时加强公司印章管
理、强化公司内部控制、完善公司治理，杜绝
违规担保；对已经发生的违规担保，督促相关
责任方及时采取清偿债务、反担保等应对措
施，清除违规担保的影响；违规担保给上市公
司造成损失的，依法及时向责任人追偿。

上市公司需上好上市公司需上好““合规合规””这一课这一课

不仅仅是违规担保。从违规减持到擅
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从虚假信息披露“忽

悠式重组”，从欺诈上市到内幕交易、操纵市
场……种种违规甚至违法行为侵蚀资本市
场健康肌体，阻碍其发展的脚步。

据不完全统计，2017年下半年至今年9
月末，因违法违规被监管部门处罚的上市公
司已逾百家，涉及公司高管、股东、其他关联
方等的处罚金额高达近10亿元。

近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届浦江法治论坛
暨中国上市公司合规战略论坛”上，业界专家
普遍表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下，合
规管理、风险防控和公司治理已成为上市公司
核心竞争力及公司价值的重要基础。其中合
规管理是上市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上市公司该如何上好“合规”这一课？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振伟
表示，上市公司全面合规体系的建构中，合
规文化建设是思想之基，全方位确立和深度
理解“规”的动态边界、范围、四至是制度之
基，财务、税务、法务、商务“四务合一”的新
型内控体系是稳固之基。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教授朱国泓则表示，对于企业合规“是什
么”“为什么重要”“怎样有利有效”等三大
问题，利益相关各方不仅要达成共识，更
要形成“共同知识”，才能推动企业实现从

“要我合规”到“我要合规”的根本性跨越。

新华社上海11月14日电（记者龚雯）国
家统计局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35534亿元，同比增长8.6%，
增速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中
秋假日错月以及“双十一”电商节前部分商
品消费延迟等因素影响。

与此同时，统计数据也显示，1-10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2%。升级
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1-10月份，限额以上
单位商品零售额中，化妆
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
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11.4%
和 10.4%，增速分别比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快2.2和1.2个百分点。

业内认为，无论是刚刚结束的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还是步入第十年的“双十
一”，都折射了消费者对商品和服务的品质、
个性、体验需求的升级。

记者在进博会现场看到，设有肌肤测试
互动区的化妆品展台前观众大排“长龙”。

“以前主要是跟风买，或是觉得贵的就是对
的，但其实并不知道自己肌肤状况，浪费了

不少钱。有了专业指导，以后就能精准消
费。”在上海从事外贸工作的王晓琪说。

和进博会无缝连接的“双十一”也呈现
出这一趋势：开场20分钟，智能医疗器械雅
培血糖仪成交额同比增长200%；可复美医用
面膜成交额同比增长1000%……来自阿里健
康数据显示，1小时4分，包括体检、医美、口
腔在内的医疗服务成交额已超去年“双十
一”全天。

从商品到服务，从“淘便宜”到买品质，
从“只买贵的”到“只买对的”，消费者的购物
理念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巨大转变，驱动消费
的更多是需要、享受和愉悦。

作为上海购物的“金字招牌”之一，位于
南京东路的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历经497天升
级改造，于11月13日正式登场：外有跃层飞
梯、空中连廊、超大顶棚，内有提供专属定制
的阿迪达斯亚太品牌中心、乐刻plus互联网

预约健身俱乐部、老字号上海制皂的 DIY
“创皂工坊”“爱上海·忆生活”主题文化
展 ……

“过去约 80%是卖商品，现在餐饮娱乐
占据 50%，试营业期间，一家三口、三代同
堂、情侣、闺蜜来店打卡的明显增多。”第
一百货商业中心党委书记兼总经理范立
群说，拥抱消费升级，下一步将继续在提
供更多趣味体验上下功夫，打造一个有温

度、有上海气质的融合商
业空间。

事实上，今年“双十
一”期间，线上线下融合便

是一大看点。据统计，苏宁易购有超过5000
万人次进店购物，苏宁小店为500万人次提
供邻里服务。

“从线上到线下的新零售模式拥有很大
潜力，这也解释了为何阿里巴巴、腾讯、京东
等纷纷加大投资力度，齐头并进地建设线下
零售网络。未来，如何充分整合利用这些网
络，将是保持增长的关键。”奥纬咨询大中华
区董事合伙人叶俊楠说。

新华社天津11月15日电（记者周润健）
记者14日从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
获悉，通过自主监测、商店送检、主动爬取、投
诉举报等四大方式，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近
日共检测为恶意的App90个，分别通知12个
分中心协调27个应用商店、15个广告平台、4
个个人网站、3 个云平台等 49 个传播渠道下
架这些恶意App。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介绍
说，自2014年起，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形成了
基于全国31个分中心联动的移动互联网恶意
程序传播渠道监测体系，对各地已备案的应
用商店、广告平台、云平台等各类移动互联网
应用程序传播渠道流通的移动应用程序进行
网络安全监测，提升已备案移动应用程序传
播渠道的安全性。

2017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反网络病毒联
盟更是建立了移动App预置与分发渠道安全
监测平台，面向手机制造企业、应用商店、网
盘、广告平台等App预置与分发渠道提供App
安全监测服务，并根据属地化管理要求，通过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各分中心对应用商店中
出现的恶意程序进行通知下架处理。目前该
平台接入应用商店的省份总数12个，已备案
的应用商店的总数129个。

记者了解到，此次被曝光并下架的这90
个恶意App包括豌豆荚、应用宝、酷云、易积
分、葫芦侠、跑跑车游戏网等。这些恶意程序
对用户信息安全造成严重的安全威胁。

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天津分中心安全专
家指出，目前，移动互联网 App 传播途径多
样，包括应用商店、网盘、云盘和广告宣传等
平台，且大量的未备案网站也在提供App下
载服务。近年来，通过持续治理，恶意App在
正规网站上传播的途径得到有效控制，但通
过非正规应用商店途径传播恶意App的数量
还在继续增长。

安全专家表示，一定要通过已备案的网
站下载App，并欢迎广大网民对提供App下载
服务的境内接入的非备案网站进行举报。

上市公司如何上好合规这一课
90个恶意App

被曝光并下架

从买商品到购快乐从买商品到购快乐 你的钱包掏给了谁你的钱包掏给了谁

新华社上海11月15日电（记者桑彤）
15日A股市场全面上行，各指数涨幅均逾
1%，深证成指重回8000点上方。

当日，上证综指以 2632.14 点开盘，一
路震荡走高，最终收报2668.17点，较前一
交易日涨35.93点，涨幅为1.36%。

深证成指收报8002.10点，涨93.55点，
涨幅为1.18%。

创业板指数涨1.41%至1405.25点。中
小板指数涨1.08%，以5300.04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几乎全线上涨，有3118

只交易品种收涨，400只交易品种收跌。不
计算ST个股，两市近10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园区开发、通信运营、
玻璃制造涨幅居前，涨幅在4%以上；碳纤
维、全息手机、共享汽车跌幅居前。

当日，沪深B指也以红盘报收。上证B
指涨 1.50%至 284.48 点；深证 B 指涨 0.30%
至905.04点。

A股各指数涨幅逾1%

深证成指重回8000点上方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记者吴雨）
中国人民银行15日发布消息称，继记账式
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和国家开发银行债
券后，地方政府债券成为又一类可开展银
行间债券市场柜台业务的品种，为中小投
资者提供了更多投资选择。

近日，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联
合发布《关于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
地方政府债券柜台业务的通知》，明确经发

行人认可的已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发行对
象包括柜台业务投资者的新发行地方政府
债券，可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柜台业务，
同时对定向承销方式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
开展柜台业务的方式进行了规范。

人民银行表示，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开展地方政府债券柜台业务，为中小投
资者提供了更多投资选择，有利于提高居
民财产性收入。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将开展地方政府债券柜台业务

香格里拉香格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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