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
第十二期

珍惜身边的幸福，磨难和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我们不能决定生命
的长度，可以决定生命的质量，不能够改变世界，可以改变态度。

2018

时间：2018.3.10—2018.3.23

一 财经热点
1. 彭博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文

7.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21 日宣布将联邦基

件显示，提议对中国产品征收 25％的关税，

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25 个基点到 1.5% 至

来弥补中国不公平政策对美国经济造成的危

1.75% 的水平。这是美联储今年以来的首次

13. 最新报告显示，2018 年 2 月全国首套房

害。文件显示，拟议产品清单将包括航天、

加息，符合市场普遍预期。

贷款平均利率为 5.46%，相当于基准利率

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机械。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公布拟议的清单。

元的企业研发投入引导创新券等。
（新华网）

1987 年我国福利彩票发行第一年销售 1700
万元，至 2017 年全国彩票销量突破了
4000 亿元大关。（中国政府网）

1.114 倍，环比 2018 年 1 月上升 0.55%；

19. 数据显示，下周（3 月 26 日 -3 月 30 日）

8. 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

同比去年 2 月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 4.47%，

共有 50 家公司限售股陆续解禁，合计解禁

展的指导意见》，首次专门对全域旅游发展

上升 22.15%。（金羊网新闻）

量 42.05 亿股，按 23 日收盘价计算，解禁

2. 特朗普签署对华关税备忘录，宣布对华高

作出全面部署。①涉旅场所免费 WiFi 全覆盖；

达 6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表示这只是

②重要旅游活动场所设置第三卫生间；③建

14.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人寿、平安人寿、

开始。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 ( 包括沃尔玛、

立统一受理旅游投诉举报机制。( 中国经营

太平洋人寿、新华保险 1 月份合计实现原保

百思买和梅西百货、耐克、安德玛等企业，

报)

费收入 3109 亿元，同比下降 0.79%。这是

20. 中铁总：铁路春运自 2 月 1 日起至 3 月

时隔 5 年来，上市险企 1 月保费再现负增长。

12 日止，为期 40 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

以及美国 45 家贸易协会致信特朗普，对计

市值为 693.15 亿元，较本周解禁市值
554.59 亿元上升 24.98%。（中证网）

划针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表示担

9. 证监会：2017 年共审核 466 个 IPO 项目，

忧，认为这将导致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并敦

审核通过 380 家，否决 86 家。其中被否决

促特朗普尽快取消这一计划。)( 到底是谁占

数量排名前十的保荐机构是：国金证券、广

15. 上海车牌 3 月拍卖 24 日结束。当天共

了便宜还反咬？①美国对华服务业顺差全球

发证券、申万宏源、招商证券、海通证券、

有 217056 人参与竞拍，中标率 4.5%。数

21. 日前，人社部、财政部联合下发通知，

第一；②去掉 44% 中间产品美对华贸易逆差

光大证券、中德证券、兴业证券、安信证券、

据显示，沪牌当月最低成交价为 88100 元，

明确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为 2017 年底

减半；③88% 美国就业被机械化而非中国取

中信证券。（东方财富网）

平均成交价为 88176 元，较今年 1 月、2 月

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

成交价均有所回升。（凤凰财经）

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提高基

代；④美国百姓买中国货每家每年省 850 美
元。)( 中国经营报、央视、新华网 )

（搜狐网）

客 38153.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8%。（和讯
网）

10.2018 年储蓄国债（凭证式）10 日发行。

本养老金水平，总体调整水平为 2017 年退

票面年利率与去年最后一批国债相比，均有

16. 截至 3 月 15 日，沪市首次公开发行股

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 5% 左右。预计

3. 日本政府 23 日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对中国

所上行。其中，三年期票面年利率为 4％，

票正常审核状态企业总计 195 家，深市 193

将有 1.14 亿名退休人员受益。（搜狐网）

和韩国产的部分钢铁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

五年期票面年利率为 4.27％。（经济日报）

家，仍有 388 家拟上市公司处于排队状态。

征税对象为碳钢焊接接头，3 月 31 日起征，
为期 5 年，税率为 41.8~69.2%。( 新浪财经 )

（中华网）
11. 广州知识产权局：广州市 2017 年专利

22. 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称，现
持有住房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不高于 36.7

申请量首次突破 10 万件，达到 118332 件，

17.2 日，《2017 年北京市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平方米，方符合上海市购买第二套改善型住

4. 反击！商务部发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

其中 PCT（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申请量

年度报告》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2017 年，

房申请公积金贷款家庭的条件。
（房市头条）

产品 232 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

同比增长 48.7％。（中山日报）

北京市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数 147 万余条，同

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

比增长约 47%，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数 1.5 万

23.24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全球领先

余次。（央广网）

的数字支付公司 Visa 在共同签署研究项目

该清单暂定包含 7 类、128 个税项产品，按

12. 济南市近日出台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

2017 年统计，涉及美对华约 30 亿美元出口。

发展的 34 条政策措施，规定非公有制中小

(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来而不往非礼也，

微企业可享多种创新券扶持，包括最高 30

18. 今年 1 月份，全国共销售彩票 383.29

数字普惠金融的相关研究，探索利用数字技

我们会奉陪到底！ )( 人民日报、央视 )

万元的金种子企业培育创新券、最高 20 万

亿元，同比增长 31.4%。统计数据显示，

术创新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助力中国在

合作备忘录。双方同意基于各自优势，开展

2020 年打赢脱贫攻坚战。（搜狐网）
5. 受贸易战预期影响，23 日，截止收盘，
沪指报 3152.76，跌 3.39%，创指报
1726.02，跌 5.02%。从盘面上看，农业股
领涨两市，小米概念、富士康概念、钢铁、
5G 领跌两市其他板块个股，两市逾 400 股
跌停。( 央视财经 )
6.3 月 22 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期刊
《China Economist》发布的 2018 年一季度
“中国经济学人热点调研”结果显示，经济
学家们预判 2018 年经济增速为 6.7%。
6.7%，是 2016 年的中国经济增速，也是
27 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最低值。

二 私募股权
1.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 2 月底，中

的企业！困扰新三板许久的“三类股东”问

7.3 月 14 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 2018

8.3 月 14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

题，终于迎来了突破性进展。（第一财经）

年第 1 期《非法仿冒证券公司、证券投资咨

国务院 2018 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对

询公司等机构黑名单》，声名赫赫的“宁波

2018 年的立法工作作出安排，根据通知，
《非

人 23097 家，较 1 月份增长 0.94%；已备
案私募基金 70802 只，较 1 月份增长

4. 北京时间 3 月 21 日据路透社称，美国私

涨停板敢死队私募”也在黑名单中。另外，

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

2.48%；管理基金规模 12.01 万亿元，较 1

募股权巨头黑石集团联合创始人、曾在尼克

在尚未关闭或整改的非法网站中，多家上市

起草，《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由银监会负责

月份增长 2.08%。私募基金管理人员工总人

松政府任商务部长的彼得 - 乔治 - 彼得森周

券商也遭遇仿冒，如广发证券、华泰证券、

起草。此外，由证监会起草的《私募投资基

数 24.21 万人，较 1 月份增加 1181 人，其中，

二去世，享年 91 岁。（凤凰新闻）

国泰君安证券、兴业证券、招商证券等。（每

金管理暂行条例》也被列进了“提请全国人

日经济新闻 ）

大常委会审议”的立法项目。（凤凰财经）

长远发展考虑，公司决定暂停多米音乐 APP

16. 据北青网报道，这 110 天里，关于红黄

客户端及偶扑客户端业务运营。上述线上业

蓝虐童事件的讨论渐渐淡却。在资本市场，

已在从业人员系统注册员工人数 20.36 万人，
较 1 月份增加 2984 人。（新浪财经）

5.3 月 23 日，中基协发布《关于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管理人提供投资建议服务线上提交材

2.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 27 日发布《关

料功能上线的通知》，同日起，私募证券投

于进一步加强私募基金行业自律管理的决

资基金管理人可通过资产管理业务综合报送

定》，协会决定采取：一、发挥调解作用，

平台（AMBERS 系统）线上填报相关材料。
（私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二、树立会员形象，

募工坊）

维护会员合法权益；三、坚守行业底线，建
立异常经营机构快速处理机制；四、发挥律

6. 截至 3 月 12 日，创业板指数期间涨幅达

师作用，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这四大措施，

18.2%，中小板指数累计反弹 14.51%，而

进一步加强私募基金行业自律管理。（界面）

同期上证 50 指数仅上涨 3.54%。从数据来
看，市场风格明显出现变化。随着市场风格

3.3 月 13 日，IPO 上会的两家新三板公司文

变化，私募在调研方向也出现了变化，2 月

灿股份、南京证券双双过会，这是新三板史

私募机构对创业板的关注度大幅上升至

上第一次两家公司同天过会。其中，拥有

36.84%，创出近半年以来的新高，而中小

10 名“三类股东”的文灿股份成为新三板

板关注度为 46.32%。（每日经济新闻）

IPO 历史上唯一一家带着“三类股东”过会

三 企业动态
1.1 个小格子 1 天 500 万！“跳一跳”正式

的罚款。)( 澎湃新闻、第一财经 )

启动招商，广告投放申请金额为 500 万元
/1 天，1000 万元 /2 天，2000 万元 /5 天。

6. 日媒：受海外热销带动，熊本县吉祥物“酷

务 2017 年度收入约占公司 2017 年度总体

红黄蓝教育也从谷底缓慢复苏，累计涨幅超

( 对于“用完即走”的小程序来说，用户留

MA 萌”( 熊本熊 ) 周边商品在 2017 年销售

业务收入的 13%。（证券之星）

过两成。去年底，红黄蓝教育从股价 30 元

存率低一直是一个问题，很多网友表示，已

额达 1408.7 亿日元 ( 约合人民币 84 亿元 )，

经不玩跳一跳了。)( 中国经营报 )

创历史新高。以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为中心

12. 苏宁易购 (002024)3 月 9 日晚间公告，

升的红黄蓝，正在悄悄地收复失地。股价企

的销售额为 39 亿日元，比 16 年增长 2 倍多。

公司于 3 月 9 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

稳的背后，红黄蓝的股东却来了一次大换血。

( 新浪 )

购股份，回购股份数量 1100.40 万股，占公

参与其 IPO 的景林资产、高瓴资本相继清仓

司总股本的 0.12%，购买股份最高成交价为

出局，却在股东名单中意外地发现了陈天桥
的身影。（北青网）

2. 可口可乐公司打破“百年酒戒”，进军日
本气泡酒市场。名为 Chu-Hi 的酒类饮料是

高峰坠落，期间跌幅一度高达 50%。企稳回

一种将日本烧酒、苏打水以及各类果汁、饮

7. 携程和皇家加勒比国际游轮共同宣布将于

13.25 元 / 股，购买股份最低成交价为

料按一定比例勾兑而成的气泡酒，酒精含量

2018 年秋天关闭天海邮轮合资公司，这意

12.76 元 / 股，支付的总金额 1.43 亿元。（和

在 3％到 8％之间。( 央视财经 )

味着运营三年多的中国第一家本土豪华邮轮

讯网）

公司将停摆。( 北京商报 )
3. 比粗盐粒还小！ IBM 研发全球最小电脑，

17. 京东金融已经启动高达 130 亿元的融资，
主要用于并购金融牌照、技术研发和市场投

13. 京东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强东谈扶贫时指

入等。目前，该轮融资已经初步敲定了领投

或 5 年内面世。据悉，这个只有 1 平方毫米

8. 沃尔玛在美国一些商店启用货架机器人。

出，一是树立正确扶贫观，不要“等靠要”，

方中金、中粮等，他们将占据约 100 亿份额。

大小、几乎要靠显微镜才能看清的晶片，生

机器人每 90 秒扫完一次货架，可以扫描过

二是形成长效机制，扶贫户可以自己运行，

领投方和京东金融将计划于本月末签署正式

产成本低于 0.1 美元，却已经具备伺服器

道，检查库存并识别丢失和错放的物品、标

三是改善物流一个扶贫户可以自己运行的机

法律文件。据悉，此轮融资落定后，估值将

错的价格和标签，比人类工作效率高出

制，脱贫之后不能返贫 ; 三是物流：“农村物

达到 1650-1900 亿元。（券商中国）

分析和处理数据。( 中新网 )

50%。( 新浪科技 )

流成本很高，卖 60 元，农民赚 10 元，其他

4. 腾讯宣布允许用户注销自己名下的 QQ 账

9. 科技部发布《2017 年中国独角兽企业发

户，用户可以在腾讯客服平台上进行申请。

展报告》，蚂蚁金服以 750 亿美元估值第一，

14. 蚂蚁金服 CEO 井贤栋表示，蚂蚁森林将

阅用户，该用户数较上月增加了 200 万。相

注销后，用户账号的所有资料都会被清空，

滴滴、小米分别以 560 亿美元、460 亿美元

履行对用户的承诺，继续加大投入。预计到

比于流媒体音乐服务领域的领导者 Spotify，

包括聊天记录、虚拟资产 (Q 点 Q 币等 )、

估值列第二第三。（网易新闻）

2018 年底，蚂蚁森林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总

苹果还是稍逊一筹。截止到去年年底，

投入将超过 5 亿元。如果超过 3 亿蚂蚁森林

Spotify 拥有 7100 万付费订阅用户。

“x86”的晶片架构，和 10 万个电晶体，能

全是物流。”（财经网）

财付通余额、理财产品等。( 北京商报 )

18.3 月 12 日，苹果公司宣布其流媒体音乐
服务 Apple Music 现在已有 3800 万付费订

10. 天猫总裁靖捷明确了 2018 年天猫三大

用户持续努力，未来五年蚂蚁森林将造林

5. 数据分析公司 Cambridge Analytica 被

使命：消费升级主引擎、品牌数字化转型主

600 万亩、相当于植树 5 亿棵，面积约等于

19.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3 月 12 日颁布命令，

揭违规收集社交媒体网站 Facebook 用户数

引擎、阿里新零售主力军。根据组织升级方

5 个纽约市的占地面积。（联商网）

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芯片

据、影响美国等多国大选事件继续发酵。当

案，新成立天猫消费电子事业部、天猫美家

地时间 3 月 20 日，该公司宣布将其 CEO

事业部、天猫平台营运事业部。此外，原电

15. 彭博社消息称，虽然市场监管变得更为

Alexander Nix 停职并将就他和卧底记者秘

器美家事业组总经理印井将出任阿里巴巴集

严格，但蚂蚁金服的消费者借贷规模至少已

密录制的视频展开调查。( 因为涉嫌泄露

团 CEO 助理。（搜狐科技）

经达到人民币 6000 亿元 ( 约 950 亿美元 )。

全考虑，禁止高通和博通任何“本质上等同

从 2017 年初至今，通过花呗和借呗服务，

于”并购交易的计划。博通所提名的所有

5000 万用户信息，美国监管部门正在调查

生产商博通公司（Broadcom）收购其美国
竞争对手高通 (62.81, -0.22, -0.35%)
（Qualcomm ）。特朗普表示，基于国家安

Facebook 有无违反和解令，如确实如新闻

11. 多米股份 3 月 9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为

蚂蚁金服的消费者借贷规模已经翻了一番，

15 名董事会候选人都不符合高通董事会资

所报，Facebook 可能会被判处 2 万亿美元

优化公司业务布局，提高整体盈利能力，从

虽然政府降低了支持此类贷款的新的资产支

格。（路透社）

持证券 (ABS) 的配额。（新浪财经）

四 民生见闻
1. 国家发改委、民航局、铁路总公司等多部

3. 兰州牛肉拉面会长：兰州牛肉面目前有国

铁；⑤缓解肌肉酸痛，剧烈运动或进行体力

影视节目、网络原创视听节目作重新剪辑、

门联合发布意见，在一定期限内适当限制特

家申遗计划，兰州牛肉面已经 100 多年了，

劳动之后不妨吃点樱桃；⑥提高免疫力。（新

重新配音、重配字幕；不得截取若干节目片

定严重失信人乘坐民用航空器、火车，自

从时间上来说已经足够了。而且还要把“牛

浪网）

段拼接成新节目播出；不得传播编辑后篡改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中新网 )

肉面”纳入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正式招生，

原意产生歧义的作品节目片段等。（人民日

因为“现在牛肉面行业的人整体水平偏低，

5. 重庆南岸区 64 岁的向仁宪老人 2003 年

2. 中华遗嘱库发布白皮书：从 2013 到

想通过两年的高等教育培训，让他有相当的

开始收集自己每天梳头掉下来的头发，15

2017 年，办理遗嘱的老人平均年龄从

水平，比如懂外语。”( 法制晚报 )

报）

年来已经收集近 20 万根，并用这些头发编

7. 第三代社保卡的新功能：①非接触读卡用

77.43 岁下降到 72.09 岁。白皮书还包含一

织成了 1 件衣服、2 顶帽子及一根 100 米的

卡功能：采用接触式和非接触式“双界面”

项有意思的结果：99.93% 的老人选择了遗

4. 樱桃富含花青素、维 C、铁、钾等营养素。

绳子。（新浪新闻）

读卡应用，解决多次插卡磨损、插卡方向不

嘱范本中的“防儿媳女婿”条款，遗嘱中规

营养师总结了樱桃的 6 个健康益处：①预防

定继承的财产属子女个人财产，不属于夫妻

心血管疾病；②减少癌症风险；③改善睡眠，

6.22 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部门通知要求，所

小额快速支付：可实现刷卡乘坐公交、地铁，

共同财产。( 中国日报 )

睡前喝杯樱桃汁，可以提高睡眠质量；④补

有节目网站不得擅自对经典文艺作品、广播

租借公共自行车，借阅图书等各类小额快捷

正确无法读卡等问题，应用场景更广泛。②

支付应用场景。（人民日报）

五 数据信息
2017 中国独角兽名单完整版 :164 家企业上榜 总估值 6284 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