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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宁波市发改委
公布了新一期民生商品价格监
测信息。据监测，与上期（11月
3日～11月9日）相比，本期（11
月 10 日～11 月 16 日，下同）列
入民生商品价格信息公布范围
的9家超市49种商品价格总水
平下跌0.36%，10家菜市场98
种商品价格总水平下跌1.15%。

本期超市商品价格总水平
下跌0.36%。在49个监测品种
中，价格期环比上涨的有7种、持
平的有31种、下跌的有11种。

本期菜市场商品价格总水
平下跌1.15%。在98种监测品
种中，价格期环比上涨的有12
种、持平的有29种、下跌的有57
种。 记者 谢斌 通讯员 李莉

昨天下午，人民银行宁波市中
心支行组织开展了“百城千家万
名”整治拒收现金现场宣传活动，
工商银行宁波市分行等8家单位
在天一广场驻点开展整治拒收现
金、反假识假相关宣传，并现场提
供小面额人民币、残损人民币兑换
服务。当天下午，全市40余家金
融机构在大型商场、车站、景区等
人流密集处同步设置宣传点。据
悉，针对各类拒收人民币现金行
为，我市于11月10日至12月10
日集中开展整治拒收人民币现金

专项行动，维护人民币流通秩序，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人民币是国家的法定货币，
商家拒收人民币现金的行为不仅
会造成部分消费者支付困难，更
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触犯了法
律。”人民银行宁波市中心支行相
关负责人说，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法》规定，在中国境内，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拒收人民币，违者将
面临 50万元以上 200万元以下
的罚款。

记者 周雁 通讯员 汪梓雯

向“拒收现金”说不！
我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整治拒收现金专项行动
向“拒收现金”说不！
我市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整治拒收现金专项行动

本期民生商品价格有所下跌

商品

鲜猪肉
猪肉
蛏子
丝瓜

胡萝卜
土豆
尖椒

西红柿
长豇豆
四季豆
花菜

西兰花
蒜苔
小葱

规格

肋条肉
精瘦肉
鲜活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新鲜一级

海曙中心
菜市场
28.00
28.50
16.40
5.20
3.00
3.70
5.30
4.40
5.20
7.80
4.60
5.60
8.00
6.60

东裕
菜市场
30.00
30.00
18.00
6.00
3.50
2.50
6.00
5.00
5.00
7.00
6.00
7.00
9.00
5.00

南苑
菜市场
28.00
25.00
20.00
7.00
5.00
3.00
5.00
4.00
8.00
9.00
4.00
5.00
7.00
7.00

华严
菜市场
27.00
28.00
20.00
7.00
4.50
4.00
6.00
5.00
7.00
11.00
5.50
8.00
9.00
8.00

白鹤
菜市场
26.00
30.00
22.00
5.00
3.50
3.00
5.00
6.00
6.00
8.00
5.00
7.00
8.00
6.00

孔浦
菜市场
28.00
29.00
22.00
5.00
4.00
3.50
7.00
6.00
5.00
10.00
6.00
7.00
10.00
5.00

单位：元/500克

当然，虽然炒股账户亏损数额惊
人，但是该追究的责任还是要追究。

11月13日，中国证监会宁波
监管局对宁波韵升控股股东等相
关方正式下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决定对韵升控股集团采取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并处以440万元罚
款的行政处罚，其中对利用他人账
户买卖证券行为和未依法履行发
出要约收购义务分别处以罚款20
万元，对限制转让期限内买卖证券
行为处以罚款400万元。

时任韵升控股法定代表人、董
事长竺韵德和韵升控股副总经理
朱建康分别认定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
警告，分别处以25万元、15万元
的罚款。

处罚公告一出，在投资者互动
平台上也是反响一片。有关于“有
钱任性”的调侃，也有关于“掏空机
构，喂饱个人”的质疑。

从明面上看，控股股东的违规

操作自己也没有“落到好处”，但最终
受到影响的还是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如在宁波韵升两个相关账号
进行违规操作的第二阶段，万得数
据显示，2019年一季报中，宁波韵
升的股东总户数在5.8万户左右，
到了当年中报披露，宁波韵升6月
底的股东户数已经达到9.7万户
左右；与之相对比，同期，前十名股
东持股比例下降了近3%，其中，
宁波乾浩投资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下降了3.77%。

而宁波韵升的股价在2019年
6月12日达到11.13元的阶段性高
点之后，便一路下跌，陷入颓势，也
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买入宁波韵升
的中小投资者普遍陷入被动局面。

目前，许多投资者对于这个负
面消息还处于“消化”阶段，也有不
少声音认为，控股股东炒自家股
票，也是看好自家发展的表现。因
此，公告发出后，并没有引起剧烈
的股价波动。 记者 史旻

神操作！
控股股东看好自家股票，本是提振市场信心的好事，但是当股东无视

市场规则，肆意交易之时，处罚也不会迟到。
日前，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公告显示，韵升控股作为宁波韵升

30%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未按规定履行发出收购要约义务，利用机
构账户交易宁波韵升。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对韵升控股责令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以440万元罚款；对负责人员竺韵德、朱建康给予警告，并
分别处以25万元与15万元的罚款。

令人惊讶的是，控股股东顶着巨额罚款风险操作的交易竟然是一场
赔本买卖，两个相关账户的亏损累计超过了7500万元。

违规炒股炒出巨额亏损

2020年8月25日，因涉嫌未
按规定履行发出收购要约义务等
违法违规行为，宁波韵升控股股东
韵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
人竺韵德以及相关当事人朱建康
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11月 7日，宁波韵升公告披
露，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相关当事人收到中国证监会宁
波监管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告知书显示，韵升控股作为持
有宁波韵升股份有限公司30%以
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未依法向宁
波韵升所有股东发出收购宁波韵
升全部或者部分股份的要约，利用

“宁波乾浩投资有限公司”证券账
户（以下简称“宁波乾浩”证券账
户）、“宁波龙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宁波龙

象”证券账户）交易“宁波韵升”。
不过，这次交易并没有给操作

者带来理想的结果。经计算，“宁
波龙象”证券账户盈利208.35万
元，“宁波乾浩”证券账户亏损
7757.22 万元，两账户合计亏损
7548.87万元。

通过调查，“宁波乾浩”证券账
户、“宁波龙象”证券账户的开户手
续均由韵升控股安排员工办理，两
账户交易“宁波韵升”的决策均由
韵升控股作出，资金均来源于韵升
控股，盈亏均由韵升控股承担。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宁波韵升
公布的三季报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共计1.4亿元。两个涉事账
户的亏损总额已经超过了宁波韵
升前三季度净利润的一半。

利空未引起股价剧烈波动

宁波韵升控股股东违规炒自家股票
倒亏7500余万元，还要面临440万元罚款

用手机叫个网约车，如今已
十分平常。可你想象过叫车后，
能在自己的手机上预先调节好车
内温度，加热后排座椅，还能自己
选择一款接驾灯的颜色，让你在
繁忙的街头，无须仔细分辨车牌，
就能老远看到自己打的车吗？

昨晚，滴滴出行举办“滴滴
开放日”，正式发布全球首款定
制网约车D1。这款车基于滴滴
平台上5.5亿乘客、上千万司机

需求、百亿次出行数据，针对网
约车出行场景，在车内人机交
互、司乘体验、车联网等多方面
进行定制化设计。包括乘客可
用手机可自主调节车内温度、加
热座椅。

作为第一款为共享出行而
生的汽车新物种，D1由滴滴联
合比亚迪共同设计开发，将引领
汽车交通出行行业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

滴滴发布
全球首款定制网约车D1
乘客用手机可自主调节车内温度、加热座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