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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要闻■■

据新华社惠灵顿5月21日电（记者郭磊 田野）新西兰

商业、创新和就业部近日发布的最新海外游客调查报告显

示，在截至2018年3月底的一年中，新西兰旅游收入达109

亿新西兰元（1新西兰元约合0.69美元），比上一年增长8.66

亿新西兰元。其中，中国游客消费增长2.15亿新西兰元，占

总增量近四分之一。

报告显示，在截至3月底的一年中，新西兰海外游客总

量超过38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其中，澳大利亚游客在新

消费最多，为26亿新西兰元；中国游客消费17亿新西兰元，

排名第二；美国游客消费13亿新西兰元，排名第三。

市场人士认为，近期新西兰元汇率持续走低，拉动了

中、美等国游客的消费支出。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张辛欣）工信部副部长

罗文21日说，工信部将组织制定相关政策文件，支持虚拟现

实（VR）核心关键技术研发以及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并加快

制修订相关标准，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虚拟现实技术作为引领全球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力

量，跨界融合了多个领域的技术，是下一代通用性技术平台

和下一代互联网入口。近年来，我国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快

速扩大，产业创新高速发展。据工信部统计，2017年我国虚

拟现实产业市场规模已达160亿元，同比增长164％，并在

核心关键技术产品研发方面取得多项突破。

罗文说，工信部将加快虚拟现实设备的研发及产业化，

推广实用性强、示范性好的虚拟现实技术、产品在重点行

业、特色领域的渗透应用。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吴雨 刘玉龙）中国人民

银行21日发布消息称，截至3月末，全国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及已脱贫人口贷款余额6353亿元，产业精准扶贫贷款余额

9186亿元。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全国共有835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获得信贷支持，带动84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就业和产业发展；国家级贫困县有12家企业通过资本市

场绿色通道政策上市。

据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记者李延霞）银保监会21

日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要求银行业金融

机构提高数据管理和数据质量质效，将数据应用嵌入到业

务经营、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全流程。

指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组织架构健全、职责边

界清晰的数据治理架构，明确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

和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并可结合实际情况设立首席数据

官。在数据质量控制方面，指引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

数据质量监控体系，覆盖数据全生命周期，对数据质量持续

监测、分析、反馈和纠正。加强数据源头管理，确保业务信

息全面准确及时录入信息系统。信息系统应当能自动提示

异常变动及错误情况。

——看全球新一轮探月潮

从中国、印度等航天探索

“新星”，到传统航天强国美国

和俄罗斯，多个国家及地区近

年来纷纷将月球作为重要的深

空探测目标之一。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

任务计划年底实现人类首次

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

并利用中继星实现地球与月

球背面的通信。印度“月船2

号”探月任务计划让着陆器在

月球南极附近软着陆并释放

一辆六轮月球车。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1

月提出要让美国宇航员重返月

球，以“使美国重新成为太空探

索的领导者”。美航天局今年

初宣布，将在2023年左右将宇

航员送入月球轨道，并在本世

纪20年代初建立一个月球轨

道平台作为“深空门户”。

今年3月，俄罗斯航天集

团宣布，计划两年内发射“月球

25号”探测器，重启俄罗斯中

止了40余年的月球探测计划。

欧洲航天局一直在为打造

“月球村”而奔走，呼吁各国航

天机构和企业合作建设一个可

供人类工作和生活的月球社

区。日本也不断提出与美国、

印度等国合作探月的计划。

探月还获得越来越多企业

的青睐。例如，美国太空探索

技术公司打算开启商业太空旅

行项目，送游客绕月飞行；沃达

丰、诺基亚和奥迪等公司计划

合作发射月球探测器并在月球

上搭建首个4G网络。

沉寂数十年后，各国缘何

“扎堆”探月？美国乔治·华盛

顿大学空间政策研究所前主任

约翰·洛格斯登和俄罗斯齐奥

尔科夫斯基航天研究院院士热

列兹尼亚科夫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表示，人类对近地轨

道的探索已有几十年时间，随

着探月科技和相关构想日益成

熟，世界各国纷纷制定新的探

月计划。

洛格斯登表示，美国当年

的“阿波罗”计划主要是技术能

力展示，并未开展太多探索活

动，人类没去过月球两极和背

面，月球可探索的空间还很大。

热列兹尼亚科夫说，“各

种航天器和宇航员们在近地

空间轨道内已停留了很长时

间，是时候走向更遥远的宇宙

获取新知识，检验开发航天新

技术，尝试开辟适合人类生活

的新空间了”，而月球可成为

人类飞向更遥远太空的前哨

基地。

这两名专家均强调，新一

轮探月热与冷战时期的“实力

展示”不同，各方均理智地从科

学研究、资源开发等实用角度

出发，在竞争与合作中开展包

含实质内容的空间探索。热列

兹尼亚科夫说，目前各国制定

探月计划时非常理智，并不是

为了与他国竞赛。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

前宇航员尤里·巴图林说，需要

明确的是，载人登月不是目的，

开发月球才是未来方向，人类

在开发月球方面所面临的任务

艰巨性远远超过美国“阿波罗”

计划。

我国将加快制修订VR行业标准
突破核心技术

3月末全国产业精准扶贫
贷款余额9186亿元

银保监会要求银行业
金融机构加强数据治理

中国游客在新西兰消费增长明显

□新华社记者 潘清

中国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鹊桥”号中继星21日发射升空，印度“月船2号”
年底瞄准月球南极，美国和俄罗斯重启探月计划……近两年，航天大国竞相宣布
探月新计划，“广寒宫”不再清冷寂寞，再次成为人类航天探索的“热目标”。

多国飞身探“广寒”

深空征程前哨站

开放合作谋共赢

不少中外航天专家指出，目前国际

合作已成为太空探索主流，如能集中全

球智慧，可快速实现太空探索目标，化

解技术风险，分摊经费，让各方受益。

作为世界第三个实现月面软着陆

的国家，中国探月走出了一条自力更

生生、、自自主创新的中国道路，同时选择以

开放的姿开放的姿态迎接合作。中国国家航天

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主任刘继忠曾

表示，中国是开放的，欢迎国际航天机

构与中国合作，共同推动探月发展。

据中国国家航天局介绍，中国自发

出嫦娥四号国际合作倡议以来，收到了

很多国家提交的合作方案。嫦娥四号上

将搭载荷兰、德国、瑞典和沙特阿拉伯的

科学载荷。中国在后续的月球探测规划

任务中都将支持广泛的国际合作。

洛格斯登、热列兹尼亚科夫和欧航

局局长韦尔纳等人表示，期待中国与美

国、俄罗斯及欧盟等开展探月领域合作。

韦尔纳说，中国提出的探月合作

“正是我所期待的”，“中国的计划可以

很完美地契合欧航局提出的月球村计

划”。热列兹尼亚科夫表示，嫦娥四号

若能实现月背着陆这一壮举，将会吸引

更多国家与中国合作探月。中国航天

技术在很多方面已发展到与美俄并驾

齐驱的水平，因此中国完全可为各国联

合考察开发月球作出重大贡献。

（执笔记者：郭洋、胡丹丹；参与记

者：周舟、栾海、赵旭、殷夏、华义、郭爽）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5月21日，试飞员登上GA20首架机准备进行滑跑
演示。当日，由冠一通用飞机公司自主研制的单发四
座固定翼螺旋桨通用飞机GA20首架机在江西南昌顺
利总装下线、并完成滑跑演示。 新华社发

上图：5月21日5时2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鹊桥”

号中继星发射升空。 新华社发

下图：美国航天局2月12日在2019财年预算报告中公

布了美国探月及深空探索最新计划，宣布定于2023年将宇

航员送入月球轨道。 新华社／美联

5月20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左一）出席在加拉

加斯举行的集会。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 20 日宣

布，现任总统马杜罗赢得本次总统选举。 新华社/法新

环球@速递■■

上市公司“体检”现六大问题

“三高”并购后遗症引关注

又“热”了

上市公司交出
“成绩单”稳健经营
成主流

4月末，上市公司年报披露

季结束。从沪市1419份年报观

察，大多数上市公司都交出了令

人满意的“成绩单”。

上海证券交易所数据显

示，沪市上市公司2017年度共

实现营业收入27.97万亿元，较

上年上升14.46％；共实现净利

润 2.62 万 亿 元 ，增 幅 达

18.55％，且呈现连续增长态

势；现金分红总额达到创纪录

的 8463 亿元。而在承担社会

责任方面，沪市公司支付各项

税费共计2.38万亿元，创造就

业岗位约1400万个，合计支付

职工薪酬2.42万亿元。

着眼于上市公司质量核心

环节，上交所构建“会计、法律、

行业”三位一体审核机制，对沪

市公司年报进行了全面审阅。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审核情况看，绝大多数上市公司

业绩优良、运作规范，稳健经营、

专心主业成为主流。蓝筹企业

深耕实业、升级转型，新经济企

业快速发展、引领创新，成为新

时代经济建设的主力，也为广大

投资者带来丰厚回报。

“全面体检”查
出六大问题“三高”
并购后遗症凸显

在对上市公司进行“全面体

检”中，六大问题也引起监管和

参与各方的关注。

——高估值、高商誉、高业

绩承诺的“三高”并购重组后遗

症凸显。不少重组公司业绩承

诺难以完成，前期高估值导致的

高商誉面临巨额减值风险。部

分公司实现业绩远低于承诺业

绩，标的资产经营质量堪忧。

——部分公司风险相对集

中，或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或基

本丧失持续经营能力沦为“僵尸

企业”或壳公司。另有一些公司

现金流持续为负、长期债务金额

巨大，后续持续经营存疑。

——非标意见有所增加。6

家沪市公司年报被出具“无法表

示意见”，10家公司被出具“保

留意见”，另有19家公司内控审

计报告被出具“否定意见”。

——个别公司业绩真实性

存疑，或通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

虚增销售收入，或利用会计处理

和职业判断空间肆意调节利润，

甚至滥用资产置换等并购重组

手段粉饰财务报表。

——部分公司存在内、外

部治理隐患，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采用各类手段非法占用公

司资金，主导公司为其提供违

规担保，严重侵害公司及投资

者利益。

——会计准则适用问题仍

较为突出。部分上市公司错误

理解和使用会计准则，个别公司

甚至蓄意利用原则导向会计准

则赋予的判断空间，严重扭曲上

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和财务质量，

误导投资者。

170 余份问询
函“刨根问底”问题
公司遭相应处置

据悉，上交所对500多家上

市公司的2017年度年报进行了

重点审核，并针对问题公司强化

“刨根问底”，先后发出170余份

年报审核问询函，提出各类问题

4000多个。所有审核问询函均

对外公开。

此外，根据所存问题的性质

和影响不同，上交所对部分上市

公司作出相应处置。如对问题

突出、回复内容含糊不清的个别

公司迅速开展二次问询；对披露

不充分、不完整，故意掩盖真实

信息的公司，督促其补充披露并

充分揭示风险；对存在业绩变

脸、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事项

的公司，启动纪律处分程序。

为强化风险警示力度，上交

所对28家公司实施了退市风险

警示（即＊ST）处理，对20家公

司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即ST）处

理。12家公司虽形式上满足撤

销＊ST条件，但因其持续经营

能力明显偏弱或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被上交所继续实施特殊处

理。根据年报审核情况，上交所

拟对40余家存在重大风险的公

司提请各地证监局关注或现场

检查。

上交所提醒上市公司通过

信息披露反映真实经营情况，充

分满足投资者知情权，要求问题

公司全面揭示生产经营困难与

重大风险隐患，专注主业、改善

经营、持续提高自身质量，共同

塑造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氛围。

（新华社上海5月21日电）

上 市
公司年报

披露及审核相继收
官。在对沪市上市
公司的“体检”中，

“三高”并购后遗症
凸显等六大问题引
发监管和市场参与
各方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