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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全国首例共享单车
破产案又有了新的进展，各运营
城市中小鸣单车将进行回收处
置，每辆车回收价仅仅12元。

据称，为最大限度实现对小
鸣单车整体资产的处置回收，降
低债权人的损失，悦骑公司管理
人拟委托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
限公司对小鸣单车进行回收处
置。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
司同意按每辆车12元（扣除回
收、运输及电子垃圾处理等费用
后的净价）进行回收。

今年8月8日上午9时，将
召开网络债权人会议对上述财
产处置方案进行表决，各债权人
（职工债权人除外）可通过“小鸣
单车破产工作信息”公众号及小
程序就上述小鸣单车处置事宜

进行表决。
悦骑公司为小鸣单车经营

者，有资料显示，悦骑公司成立于
2016年7月29日，主要经营业务
是通过开发手机APP向用户提供
共享单车服务。小鸣单车先后在
广州、上海等全国10多个城市投
放共享单车超过43万辆，收取用
户押金总额高达8亿元。在2017
年底，小鸣单车开始出现大规模用
户押金不能及时退还的问题，引发
部分用户向广州中院提出对悦骑
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广州
中院经审查认为，小鸣单车不能清
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
事实清楚，符合破产受理条件，在
今年3月27日作出受理裁定。至
此，小鸣单车正式进入破产程序。

不过，目前从单车进行回收
处置的报价来看，能收回的资金
实在有限。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新三板改革后的新
交易制度上线运行半年以来，

“钓鱼单”等怪象得到遏制。
据悉，伴随市场价格发现功

能持续完善，市场操纵成本和操
纵难度大幅提升，交易秩序明显
规范。表现在原协议转让方式
下的市场乱象得到有效遏制，集
合竞价方式下，订单通过一定竞
争形成成交价格，提高了试图以
极端价格成交的操纵成本。新
交易制度实施以来，1分钱极端
价格成交被完全杜绝；以操纵股
价方式进行的非法销售行为，因
操作难度的增加而明显减少；以
定价申报、点击成交为获利基础
的“钓鱼单”行为，亦因交易方式
的改变而被彻底杜绝。

另外，成交方式和订单类型
得以简化，投资者“乌龙”交易行
为得以有效避免。集合竞价制
度实施后，原协议转让方式下三
种订单类型变化为一种订单类
型，避免了因订单类型复杂、投

资者误操作而被抢单的“乌龙”
交易行为，投资者利益得到有效
保护。

为解决市场广泛关注的做
市转让方式下投资者大宗交易
需求无法实现问题，交易制度改
革为做市股票配套了盘后协议
转让制度，运行半年来制度实施
效果明显，做市大宗交易需求得
到满足，而投资者大宗交易需求
得到满足的同时，其交易成本亦
明显下降。

另外，近期做市商退出做市
情况有所增多，全国股转系统
对此已有所关注。做市商退出
做市主要有以下两方面原因：
一是做市商主动调整做市策
略。2017年以来，市场环境下
行的大背景下，部分做市商基
于对市场行情的判断开始调整
做市策略，主动退出一些业绩
不佳或受到处罚的股票做市；
二是部分做市企业因拟IPO、控
制股权结构等原因主动变更转
让方式或摘牌，导致做市商被
动退出做市。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日前，国家外汇管
理局对外通报了近年来查处的
27起外汇违规典型案例，这些
违规典型案例中，违规主体包括
银行、第三方支付机构、进出口
贸易商及个人等，其中阿里和腾
讯旗下支付工具支付宝、财付通
均在列。

上海地区三机构上榜
上海地区有三家机构赫然

在列，第一起是华夏银行上海分
行违规办理转口贸易案。据悉，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 月，
华夏银行上海分行未按规定尽
职审核转口贸易真实性，在企业
提交虚假提单的情况下，违规办
理转口贸易购付汇业务。根据
相关规定，该行被处以罚款200
万元，暂停对公售汇业务两年。

第二起是北京银行上海分
行违规办理转口贸易案。据悉，
2017 年 7 月，北京银行上海分

行未按规定尽职审核转口贸易
真实性，在企业重复提交提单的
情况下，违规办理转口贸易付汇
业务。根据相关规定，该行被处
以罚没款84万元。

第三起是上海盛付通电子
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违反外汇管
理规定案。据悉，2015年1月
至2017年 6月，上海盛付通电
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违规办理
跨境付款业务，且国际收支申报
错误。根据相关规定，该企业被
处以罚款62.5万元。

而支付宝、财付通被点名均
因为超出范围办理业务。

据悉，2014年1月至2016
年5月，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
有限公司超出核准范围办理跨
境外汇支付业务，且国际收支申
报错误，因此被罚60万元。另
外，2015年1月至2017年6月，
财付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未经
备案程序为非居民办理跨境外
汇支付业务，且未按规定报送异
常风险报告等资料，因此被罚款

60万元。

违规案件同比增长19.7%
据外汇管理局相关人士介

绍，2018年以来，该局针对银行、
第三方支付机构、企业转口贸易
等重点主体和业务开展专项检
查，严厉打击各类外汇违法违规
行为。上半年共查处外汇违规
案件1354件，罚没款3.45亿元
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19.7%和
59.5%。其中，查处金融机构违规
案件455件，企业违规案件340
件，个人违规案件559件。

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下一
阶段将继续深化外汇管理改革，
推动金融市场开放，服务国家全
面开放新格局；保持外汇行政执
法跨周期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一
致性，严厉打击虚假、欺骗性交
易和非法套利等资金“脱实向
虚”行为，严厉打击地下钱庄、非
法外汇交易平台等违法违规活
动，保持健康良性的外汇市场秩
序，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伴随着暑期和就业
季的到来，“颜值经济”又火热起
来，由于年轻人消费方式的转
变，如今医美从奢侈型消费转向
大众型消费，医美分期更是让那
些一时拿不出那么多钱做医美
的人，提前实现变美的心愿。但
日前一份第三方调查显示，医美
分期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利率
那么低，一旦逾期还将带来征信
的风险。

有数万人愿意“为美背债”
医美分期在欧美国家相对

比较普遍，求美者绑定信用卡，
或者到银行等机构开设的一些
网站上申请整形分期需求，然后
这些机构会直接放款到线下整
形医院，满足求美者的整形需
求，自2015年以来，国内整形美
容分期业务开始兴起，不少知名
医美机构接受了这种分期付款
方式。

日前，艺星医美宣布赴港
IPO，其招股书显示，从2016年
起，艺星医美开始接受通过若干
第三方融资公司的分期付款方
案。在这些分期付款方案中，医
美用户向融资公司提交申请后，
融资公司进行评估、审核通过后
将通知医美机构。一般情况下，
融资公司会在贷款申请通过后
下一个营业日先全额付款给医
美机构，然后用户再根据与融资
公司签订的分期协议偿还本金。

该公司招股书显示，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10.37亿元，接
待就诊用户32.8万人，当年用
户通过分期付款方式在医美项
目的花销累计总金额为 3.783
亿元，占总收入的36.48%。

医美分期需谨慎选
有媒体报道，不少消费者是

在医院工作人员“零首付、零利
息、零费用”劝说下选择医美分

期产品。据悉，消费者只要扫一
个二维码，大概15分钟就可以
办好医美分期贷款，医美分期产
品都宣称低费率，那么它们的利
率到底有多少呢？日前融360
近期测评了 21 家医美分期产
品，实际利率并不低。

比如某医美分期平台宣称
贷款年化利率是 12.05%，但经
过测算，实际贷款利率却几乎翻
倍，高达23.93%！有一些医美分
期平台存在收取高额砍头息、高
额利息的违规行为。比如，有用
户在百度知道发帖称医美贷款
2万元，到手只有1.2万元，一年
要交8800元的利息。

有时求美者会因为手术不
满意而拒绝还款。需要提醒的
是，几乎所有医美分期产品一旦
逾期，就会收高额的逾期费。比
如某医美分期平台，逾期会收逾
期费，逾期费会按“当期应还金
额×3%×逾期天数”收取。假
如用户贷款了6万元，分12期
还，不考虑贷款利息的情况下，
每月还款5000元。如不满意手
术效果，不愿意还款，一旦逾期，

每天支付的逾期费用就高达
150 元！需要提醒的是，在 21
种医美分期产品中，除却目前
已经暂停运营的10家以外，其
余11家都明确表示，若产生逾
期就会影响用户征信。即用户
可能影响以后买房买车。

融360给求美心切的消费
者“医美分期”三点使用建议：
一、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美容
机构；二、一定要选择靠谱的分
期贷款平台；三、一定要留好相
应票据合同，以备维权之需。

另外，消费者可以有以下几
个维权途径：一、当地的消费者
协会投诉，或者拨打消费服务热
线12315；二、向当地的工商局
进行投诉；三、向医疗机构所在
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此外，我
国有些地方，出台了有关医疗美
容方面的地方性法律法规，如有
因医疗美容机构的责任导致医
疗美容达不到约定效果或者使
消费者容貌受损的，可以根据各
地的具体要求，责令美容机构根
据消费者的要求退还费用或者
重做手术，并依法赔偿损失。

医美分期诱惑大 选择需谨慎

外汇管理局通报27起外汇违规典型案例

阿里和腾讯旗下支付工具赫然在列

小鸣单车将被回收处置
每辆车仅值“12元”

新三板新交易制度上线半年
“钓鱼单”等怪象得到遏制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25日从工信部获悉，
工信部印发《坚决打好工业和通
信业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
计划》，提出到2020年，规模以
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比
2015 年下降 18%，绿色制造和
高技术产业占比大幅提高。

工信部提出要实施长江经
济带产业发展市场准入负面清
单，推动河北省等重点区域城
市钢铁企业通过彻底关停、转
型发展、就地改造、域外搬迁等
方式实现转型升级。2020年底

前，河北钢铁产能控制在 2 亿
吨以内。

工信部将强化“散乱污”企
业综合整治，加快推进绿色智能
改造提升，培育一批智能制造系
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加大原材
料、装备、消费品等重点行业智
能制造推广力度。此外，还将推
广新能源汽车，联合相关部门加
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
的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
轻型物流配送车辆采用新能源
或清洁能源汽车。 据新华社电

我国将加快工业节能
和制造业绿色化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