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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外汇局：截至 3 月末，中国外汇储

备规模为 31428 亿美元，较 2 月末上升 83

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有望保持总体稳

定。( 中国经济网 )

2、国家统计局：2017 年，我国服务业增加

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1.6%，超过第二产业

11.1 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产业。服务业

已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2017 年，服务业

税收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为 56.1%，比

上年增长 9.9%，连续 5 年对税收收入贡献

过半。( 澎湃新闻 )

3、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进一步加强

打击传销工作的意见，将廊坊、北海、南宁、

南京、武汉、长沙、南昌、贵阳、合肥、西

安、桂林市列为 2018 年传销重点整治城市。

( 人民日报 )

4、海关总署：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

增长 9.4%，继续保持稳中向好走势。一般

贸易进出口 3.93 万亿元，增长 13.2%，占

我国进出口总值的 58.3%，比去年同期提升

2 个百分点。一季度我国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进出口总值 1.86 万亿元，增长

12.9%，高出同期我国外贸整体增速 3.5 个

百分点，为我国外贸注入了新活力。 

(CCTV2)

5、中国证监会：铁矿石期货引入境外交易

者参与交易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完成。铁矿

石期货将于 2018 年 5 月 4 日正式实施引入

1、因支付宝涉及金融消费者知情权保障不

充分、个人金融信息收集不符合最少必需原

则、个人金融信息使用不当等 7 条违法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对支付宝开出

18 万元的罚单。( 每日经济新闻 )

2、重启国内造车计划！贾跃亭法拉第未来

的关联公司“睿驰汽车”以 3.6 亿元拍得广

州一块制造业用地，该地块申请条件要求竞

得人需引进具备国际一流研发制造水平的纯

电动汽车项目。( 国土部门：睿驰汽车会在

两日内提交包括股权关系在内的公司材料用

于资格审核，至于贾跃亭作为失信被执行人

是否会影响出让结果，“具体要看公司提交

的材料”。)( 新浪财经 )

3、在戛纳电视节上，国际模式版权保护协

会 FRAPA 点名爱奇艺《偶像练习生》抄袭，

数据显示抄袭相似度为 88 分 ( 满分 100 分 )。

FRAPA 称这一数据刷新世界纪录，成为抄袭

之最，并对此表示震惊和惋惜。( 截至 8 日，

《偶像练习生》总播放量达到 28.3 亿，单期

播放超 2.3 亿。然而节目播出之后，就有网

友发现，该节目从赛制到视觉设计等等均与

韩国娱乐公司 Mnet 的《Produce101》节

目非常相似。)( 观察者网 )

4、小米宣布将会在印度新开三家手机工厂。

小米还将与富士康合作，在印开设首个用于

PCB 板组装的表面贴装工厂。( 环球网 )

5、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责令“今日头条”网

站永久关停“内涵段子”等低俗视听产品。

并要求该公司举一反三，全面清理类似视听

节目产品。(CCTV2)

6、长城汽车和百度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宣布双方将在车辆智能网联、自动驾驶、共

享出行、大数据四大领域展开战略合作，打

造车辆智能网联、自动驾驶技术联合巨头。

( 界面 )

7、滴滴外卖在江苏无锡正式上线，与美团、

饿了么开启“外卖大战”。宣誓大会的画面

十分壮观，饿了么甚至打出“干死美团，碾

压滴滴”的条幅。各种优惠使无锡市民可用

一分钱吃份炸鸡。（有网友表示，连顺风车

司机都准备转行了！）( 第一财经日报 )

8、哈罗单车完成新一轮近 7 亿美金融资。

主要投资方包括蚂蚁金服和复星，另有若干

家机构参与。( 第一财经 )

9、全球最赚钱的公司：沙特阿美 2017 年

上半年净利润 338 亿美元，成为全球利润最

高的公司。最为亮眼的是，沙特阿美几乎不

存在债务负担。( 华尔街见闻 )

5、总看手机可能会口臭！吓得我放下了羊

机……日本口腔专家中城基雄硏究认为，玩

手机超过 30 分钟会口臭。看手机时会低头，

这种姿势会减少唾液分泌，弓引起口臭的细

菌就会増加。为了防止看手机时出现口臭，

需要进行适当的口腔运动：如上下排牙齿进

行咬合、下巴运动 30 次等，口腔就会分泌

唾液。口水具有天然的杀菌作用，还可以帮

助清除食物残渣。（生命时振）

6、碗筷要在 4 小时内清洗！碗泡在水池中

容易让碗变成细菌皿：细菌进入新环境后，

约 1 到 4 小时内是它的适应期，此后将以几

何级数快速增殖。用水泡碗时，碗里留有的

丰富油脂作为细菌培养基，为细菌的繁殖提

供营养。如果清洗和消毒不彻底，会有害健

康。( 生命时报 )

7、区块链人才需求暴涨：2017 年 11 月之后，

区块链相关岗位的平均招聘薪资达到 2.58

万元。今年前两个月，区块链相关人才招聘

需求已经达到 2017 年同期的 9.7 倍。(21

世纪经济报道 )

8、日本经济产业省通过“无现金愿景”规划。

规划提到，2015 年，韩国现金以外支付手

段占比高达 89%，中国为 60%，美国为

45%，而日本只有 18.4%。日本政府希望到

2025 年实现无现金支付比例 40% 的目标，

并最终将这一比例提高至 80%。( 新浪 )

1、3 月 30 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私募

投资基金非上市股权投资估值指引（试行）》

以下简称（《指引》），从估值原则、估值方

法等方面作出细化。该指引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新浪看点）

2、据国家发改委网站 3 月 28 日消息，发改

委与香港特区政府日前签署关于支持香港全

面参与和助力“一带一路”建设的安排。为

“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所需资金和多元化的

融资渠道，包括上市集资、银团贷款、私募

基金、债券融资等服务。（第一财经）

3、在近期发行的契约型私募产品中，从资

金运用方式看融资规模最大的为权益投资

类，募集资金达 34.49 亿元，占总规模的

73.87%，股权投资类紧随其后，募集资金

6.7 亿元，占总规模的 14.35%。从动态角度

来看，本周契约型私募在股权及贷款类的投

资规模和占比都略有上升趋势，而权益类投

资规模依然呈现周期性变化规律。（用益研

究）

4、近期，林园现身私募排排网主办的“第

十二届私募基金高峰论坛”，言语幽默诙谐

的他做了以“需求才是硬道理，未来投资标

的只有医药股”主题的分享。十多年没有发

行产品的他，认为目前的节点是发行产品的

最佳时机，并称未来只投三种病的股票，那

就是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别的不投。（私

募排排网）

5、中投在线周报：贸易战打响 指数应声下

挫 私募短期观望为主（江南时报）

6、截至 2018 年 4 月 1 日，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协会”）已将中经

汇金（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334

家机构列入失联公告名单，并在协会官方网

站（www.amac.org.cn）中予以列示。（中

国证券网）

7、2018 年以来，私募基金已在争相布局新

能源汽车领域，今年以来已有近 10 只以“新

能源汽车”为主题投资的私募基金备案。从

整个融资市场看，上周全市场共有 123 个项

目获得投资，累计金额超 167.82 亿人民币，

其中“汽车交通”成为最吸金的领域，共获

得 53.6 亿人民币投资。投向“新能源汽车”

的资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有“井喷”的

态势，“不仅私募基金、包括产业基金、政

府引导基金等都在投。”（扬子晚报）

8、私募基金投资非上市公司股权缺乏统一

估值标准的环境下，基金管理人在估值实践

中使用各种不同的操作方法，造成估值水平

良莠不齐，针对这一现象，3 月 30 日，中

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私募投资基金非上市股

权投资估值指引（试行）》，从估值原则、估

值方法等方面作出细化。该指引自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新浪财经）

9、唯品会签署最终协议，承诺向一家私募

股权基金投资不超过 2.5 亿美元，将消费品

和供应链作为主要投资领域。交易有待监管

部门的批准和满足其他条件。（新浪财经）

10、日前，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

地区据称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美国

总统特朗普在事件发生后多次威胁要对叙政

府动武。美国东部时间 14 日，美国联合英

国和法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了“精准打

击”。业内人士表示：对 A 股影响不大，不

存在系统性机会。（一财网）

11、有媒体报道称，美团点评 2018 年内赴

港 IPO 前或开启一轮私募融资。对此，美团

点评官方对回应称，新一轮私募融资是不实

消息。而关于 IPO 时间表，美团方面未予回

应。（新浪财经）

12、财联社 4 月 13 日讯，数据显示，私募

3 月仓位增加较大的行业是医药生物，而食

品饮料行业则再度被绩优私募减持。业内人

士表示，在今年以来市场大幅震荡情况下，

医药板块防御属性凸显，并在政策催化下将

迎来长期投资机会。就 A 股市场而言，今年

不存在系统性机会和风险，投资机会仍是结

构性的。（中国证券报）

13、近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私

募投资基金非上市股权投资估值指引（试

行）》（以下简称《指引》），该指引将于

2018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随着《指引》的

推行实施，私募基金尤其是 VC/PE 的估值

问题有望得到进一步规范。这意味着困扰市

场的私募投资基金持有非上市股权的估值缺

乏统一标准的问题将有望得到解决。（GPLP）

14、证券业协会创新部通知券商，自 2018

年 4 月 11 日起暂停券商与私募基金开展场

外期权业务，券商不得新增业务规模，存量

业务到期自动终止，不得续期。多名业内人

士表示此次监管层指导，影响面较广。（21

世纪经济报道）

15、2 月份以来，以软件、芯片为代表的科

技成长股在新经济、BATJ 回 A 等政策利好

消息的刺激下一路强势上扬，备受市场资金

的高度关注。接近九成的私募表示国家出台

相关政策大力扶持新经济迅速发展，对成长

类个股是重大利好消息，目前而言他们仍看

好科技成长股的发展。（凤凰新闻）

16、4 月 10 日晚间，关于暂停券商与私募

基金开展场外期权业务的消息引起市场关

注，值得注意的是，去年场外期权累计新增

初始名义本金达 5011 亿元，而私募基金一

度成为券商场外期权业务的最大参与方。（每

日经济新闻）

17、2018 年以来，量化对冲投资策略再次

整体表现出较好的市场适应度。来自多家量

化私募基金的一线投资运行情况显示，在今

年以来 A 股市场先强后弱、系统性做多机会

相对缺失的背景下，不少量化对冲私募产品

普遍实现较为显著的正收益。（中国证券网）

18、安徽开河投资旗下名叫“开河投资 - 我

不认识熊私募基金”的私募产品成为“网红”。

该产品不是因为其净值濒临清盘线而引发市

场关注，却因为奇葩的名字“我不认识熊”

1、令人窒息的黑科技！读心术成现实：你

不张嘴就知道你想说啥！近日 MIT 新开发了

一款名为“AlterEgo”的头戴，用户不用说

话它就能够识别出用户想说的内容，识别“沉

默语言”信息的准确率高达 92%。( 梨视频 )

2、英国开始对含糖饮料征收糖税，希望此

举有助于减少肥胖和二型糖尿病。糖税征收

分两个梯队，如饮料中每 100 毫升含有 5 克

糖分，需缴纳每升 18 便士，约 1.60 元人民

币的糖税；如果含有 8 克以上糖分，则需缴

纳每升 24 便士，约 2.12 元人民币的糖税。( 在

正式征收糖税之前，英国政府给了软饮料行

业两年的时间，允许它们重新调整配方，目

前超过 50% 的软饮料企业，已经把他们的

产品的含糖量，降低到 5 克以下了。)( 央视 )

3、北京市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办公室：个

人申请新能源汽车指标数量大增，虽然新能

源汽车指标不需要“摇号”，但按照申请顺

序先到先得，按照目前排队规则及指标配置

数量计算，新能源个人指标或将排到 2023

年。( 中国日报 )

4、母亲与女友落水先救谁？对于这个难倒

无数男同胞的问题，武昌工学院《经济法》

老师袁岑给出了答案：子女具有救助父母的

法定义务，而男女朋友在结婚之前只有“爱

情”没有义务，所以“先救女友”其实是一

种违法行为。( 新浪 )

中国稳居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电子商务市场地位，2017 年，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 29.2 万亿，同比增长 11.7%，B2C 销售额和网购消费者人数均排名全球第一。

境外交易者业务。( 国际金融报 )

6、财政部：2018 年 5 月 1 日起，在上海市、

福建省 ( 含厦门市 ) 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

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

暂定一年。( 中国证券网 )

7、亚洲经济体竞争力评估报告：新加坡、

中国香港、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综合竞争力的

排名与 2016 年度相同，仍分别位列第 1-4 

位。澳大利亚、 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中国、

巴林紧随其后，在 2017 年度的综合竞争力

排名中分列第 5-10 位。( 经济观察报 )

8、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发布《2017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17 年，短

视频的日活跃用户数量达到了 6300 万，每

日使用次数达到 7 亿次。( 中国新闻网 )

9、《2017 年世界电子商务报告》发布，当前，

全球网民人数已达 41.57 亿人，互联网普及

率达 54.4%；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

市场，网民规模 7.72 亿人，普及率达到

55.8%；2018 年，预计有 16 亿人至少在网

上购物一次，占所有互联网用户的50%以上。

（每日经济新闻）

10、全球首个无人驾驶清洁车队在上海松江

诞生，并在当地产业园区道路上进行深夜试

运行。开发者称，城市道路清扫线路相对固

定，作业时间多为夜间或凌晨，路况简单，

清扫时的行驶速度较低，安全系数高。（观

察者网）

11、日前，国内首家“无人银行”( 建行 )

在上海开业。作为全程无需柜员参与办理业

务的高度智能化网点，该银行通过充分运用

生物识别、语音识别、数据挖掘、VR、

AR、语音导航等前沿科技，构成一个全自助

智能服务平台。( 中国日报 )

12、马云在《华尔街日报》刊发署名文章：

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看不到对美国经济有半

分好处。“贸易逆差”是个错误的问题，贸

易战是以根本错误的手段放弃打开世界最大

市场的重大历史机会，最终受伤害的是农民

和中小企业。( 中国经营报 )

13、官方公布海南四大“新名片”：将建成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

验区、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

务保障区。( 人民日报 )

14、海南：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

汽车，在海南岛逐步禁止销售燃油汽车。( 每

日经济新闻 )

15、河北：2025 年，力争将雄安新区打造

成国家级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2020

年，基本完成面向先进制造业的下一代互联

网升级改造和配套管理能力建设，在雄安新

区、唐山等重点地区率先推广窄帯物联网

(NB-loT) 应用。（每日经济新闻）

数据信息

而走红。（每日经济新闻）

19、中基协在日前的第二届理事会第四次会

议上听取了有关增设私募“资产配置”基金

管理人有关事项的报告。一位内部人士人士

表示，这一进度意味着资产配置成为私募机

构分类登记选项之一的日子正在加速临近。

按照现行私募登记安排，私募机构的投资运

作必须专注于自身所属类型；而资产配置类

私募出炉的意义，则在于其可跨越多种底层

资产，促进私募市场品种的丰富化。（21 世

纪经济报道）

20、近日，华人地区最大美港股券商老虎证

券（Tiger Brokers）宣布升级其私募孵化器，

推出 SPC 美元基金解决方案，促进初创型海

外私募基金的孵化。老虎证券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推出的 SPC (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ies) 美元基金解决方案更

适合规模千万美金以下的小型私募。（凤凰

新闻）

21、一季度收官，市场两度大跌，风格转换，

创业板上涨 8.43%，上证综指跌 4.18%，不

少投资人士纷纷感慨“赚钱难”。今年究竟

赚钱有多难？根据朝阳永续的数据显示，一

季度两次大跌私募回撤加剧，百亿私募或在

第二次大跌中已有所减仓。整体来看，有过

半的私募基金没赚钱，规模在 50-100 亿的

私募亏损最多，股票多头策略平均收益为

-2.03%。（中国基金报）

22、中国私募基金的机构数量和管理规模都

在飞速增长，这对监管机构提出了更高的监

管要求。近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下

称“中基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私募

基金行业自律管理的决定》，用信用制衡监

管私募基金。（华夏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