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月谈 人生要有“三得”：一是沉得住气，二是弯得下腰，三是抬得起头。

沉得住气，是睿智的彰显，是理智的沉淀，是成熟的标志。弯得下腰，

就是做人要低调谦卑，海纳百川，能屈能伸。抬得起头，无论身处逆

境还是顺境中，都要保持一种乐观进取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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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消息，税务总局近日

发布《办税事项“最多跑一次”清单》，纳

税人办理《清单》范围内的事项，在资料完

整且符合法定受理条件的前提下，最多只需

要到税务机关跑一次。《清单》将于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在全国实施。（经济日报）

2.2 月 26 日，人大国发院发布“中国城市政

商关系排行榜（2017）”，对中国 285 个城

市的政商关系健康指数进行排名，其中东莞

市全国排名第一。这是国内第一份城市政商

关系排行榜。（凤凰资讯）

3.2 月 26 日，中国大飞机 C919 新签订单，

其国内外用户达到 28 家，订单总数达到

815 架。中国新支线客机 ARJ21 的国内外

用户达到 21 家，订单总数达到 453 架。（中

新网）

4.2 月 28 日，北京至雄安新区城际铁路正式

开工建设。该铁路全长 92.4 公里，共设 5

座车站，总投资约 335.3 亿元。通车后，北

京城区与雄安新区实现半小时通达。（人民

网）

5.41.16% 的人在安装或使用手机 APP 之前

从来不看授权须知；被手机 APP 采集最多

的个人信息是联系方式。昨天，市消协发布

手机APP个人信息安全调查报告，调查显示，

有 89.62% 的人认为手机 APP 存在过度采

集个人信息，79.23% 的人认为手机 APP 上

的个人信息不安全。个人信息被泄露后，选

择向消协或通信管理局等部门投诉的仅占

35.00%，选择“自认倒霉”的占 26.54%。

（凤凰科技）

6.2018 年春节期间海南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3.54 万平方米，同比下降 53.0%；销售均价

16442 元／平方米，同比下降 0.2%。（新浪

网）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 2018 年 2 月份全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CPI 环比上

涨 1.2%，同比上涨 2.9%；PPI 环比下降

0.1%，同比上涨 3.7%。（第一财经）

8. 中国首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2 万标

箱级集装箱船“中远海运白羊座”2 月 27

日成功首航比利时安特卫普港。“中远海运

白羊座”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船型，是

1. 近日，小黄车 ofo 关闭了 1 元月卡购买通

道，摩拜在北京的骑行月卡折扣也已停止，

两家均恢复包月 20 元、包年 240 元的价格。

（人民日报）

2. 创立于 1991 年的“富贵鸟”，巅峰时期

跻身国内第三大品牌商务休闲鞋产品制造

商、第六大品牌鞋产品制造商，被誉为“县

城男鞋扛把子”，2013 年公司于香港成功上

市。上市后，富贵鸟的业绩便出现滑坡，之

后几年更是每况愈下，品牌存在感也越来越

低。近日，公司发行的债券“14 富贵鸟”（债

券编码：122356）在 3 月 1 日复牌后的 4

个交易日内连续大跌。（每日经济新闻）

3. 哔哩哔哩弹幕网日前提交了招股书文件，

计划融资 4 亿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7 年，该网站的营业收入达到 24.68 亿元，

净亏损为 1.8 亿元。（中研网）

4.2 月 27 日晚，贝因美发布 2017 年度业绩

快报及存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称

年度营业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30.3%，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逾 9.6 亿元。2016

年度，贝因美巨亏 7.81 亿元。连续两年均

是巨亏，根据有关规定，年报披露后，其被

*ST 似乎没有悬念。在这份快报里，贝因美

出售了 4 地的 29 套房产，仍然不能填补财

务巨大窟窿。（新华网）

5.3 月 2 日，苏宁发布年报，财报显示，

2017 年苏宁营收达 1879 亿元，同比增长

26%；净利达 42 亿元，同比增长

497.66% ！这也是苏宁迄今为止的最佳业

绩。（中研网）

6.3 月 2 日，京东发布了 2017 财年第四季

度和全年业绩报告。报告期内，京东 2017

年净利润达 5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40%；净收入达 3623 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 40.3%；2017 财年第四季度京东收入

1102 亿元人民币，服务业务和其他收入同

比增长了 54.7%。另外，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为 2.925 亿，

同比增长 29.1%。（中国经营网）

7. 据报道，滴滴外卖将进入全国九大城市，

包括无锡、南京、长沙、福州、济南、宁波、

温州、成都和厦门。这是滴滴外卖的首批上

线城市，商户招募已同步启动，但尚未获悉

其具体上线时间。（赛迪网）

8.3 月 6 日，阿里音乐与网易云音乐共同对

外宣布，双方达成音乐版权互相转授权的合

作。阿里音乐将滚石、S.M.、BMG 等优质

音乐版权转授给网易云音乐；同时，网易云

音乐将天娱、爱贝克思（avex）、丰华、华

研国际等优质音乐版权转授给阿里音乐。至

此，国内三大主流的音乐流媒体平台都达成

了音乐版权互授。（凤凰网）

9.3 月 2 日，据外媒报道，芯片制造商微芯

宣布将以 83.5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高森美。

微芯科技提出了每股 68.78 美元的现金支付

报价，这相较美高森美今日的收盘价溢价

7%。微芯科技表示，这笔交易在 2018 年第

二季度完成后将立刻计入调整后每股收益。

在交易完成后第三年，有望结余 3 亿美元。（东

方财富网）

10.3 月 8 日，斗鱼直播平台在官微宣布，刚

刚完成新一轮 6.3 亿美元融资，由腾讯独家

完成。（第一财经）

11.3 月 7 日晚间，陌陌发布了 2017 财年

Q4 及全年财报。数据显示，陌陌 Q4 净营

收同比增长 57% 至 3.86 亿美元，高于市场

预期的 3.82 亿美元。该季度陌陌的净利润

为 1.1 亿美元，而上一季度为 9150 万美元，

持续十二个季度盈利。月活方面，2017 年

12 月已经达到 9910 万，相比 9 月时的

9440 万增长了 470 万。（一点资讯）

12. 万达电影披露，2018 年 2 月，公司实现

票房 13.5 亿元，观影人次 3,071.3 万人次。

1-2 月累计票房 21.6 亿元，同比增长

27.3%，累计观影人次 5,154.6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8%。截止 2018 年 2 月 28 日，公

司拥有已开业直营影院 531 家，4,692 块银

幕。（36 氪）

13. 知乎发布公告称，已于近期完成了对社

区管理规范、评论系统及安全审核系统的全

面升级。公告中提到，知乎新增强制关闭评

论、强制开启评论预审功能，并新增了系统

+ 人工双重安全评估环节。3 月 2 日，北京

市网信办发布通知，称知乎平台因管理不严，

传播违法违规信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各应用商店下架知乎 App 七天。具体时

间从 3 月 2 日 15 时开始，至 3 月 9 日 15

时恢复。（36 氪）

14.3 月 6 日消息，海尔与软银机器人达成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联手从软银机器人

的人形机器人“Pepper”切入，率先在智

慧门店和智慧家庭领域落地，不断开拓中国

服务机器人市场。（同花顺）

15. 据报道，第一批入围 CDR 名单已出炉，

共有 8 家企业，除了 BATJ 这四家，还有携程、

微博、网易以及香港上市的舜宇光学。前七

家企业均是中国上市互联网公司领头羊。另

一类公司被归位“新蓝筹”，包括富士康、

滴滴、今日头条、美团点评等尚未上市的互

联网和新经济巨头。（财新网）

16. 马化腾在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透露，春

节期间，微信全球月活跃用户突破 10 亿。

去年 11 月，腾讯发布的 2017 年第三季度

财报显示，微信和 WeChat 的合并月活跃账

户数达到 9.8 亿，同比增长 15.8%。（蓝鲸

传媒）

17. 台湾手机制造商 HTC，之前多次进行了

重大重组和资产交易，但是仍然无法阻止业

务下滑。据台湾电子时报网站报道，2 月，

HTC 总收入为 26 亿元新台币，相当于

8930 万美元，和上个月相比下跌了 23%，

和去年同期相比下跌了 44%，创造了 13 年

来最低纪录。（搜狐科技）

18. 据媒体最新报道，北斗地图 APP 预计将

于 5 月 1 日正式上线。北斗地图 APP 是一

款基于北斗卫星精准导航服务的基础位置服

务工具，可为用户提供移动、实时的定位、

导航，以及基于位置的衣食住行、商家信息

服务。北斗地图目前可以做到 1 米之内，精

确到具体某个车道。未来有望精确到厘米级。

（钛媒体）

19. 今日任天堂公布一项全新系统：My 

Nintendo 黄金点数，点数可在购物时折抵

一定金额。购买数字版游戏可得 5% 黄金点

数，实体版则为 1%，点数在下次购买游戏

时可作为折扣抵消。官方公布的折抵比例为

1 点数对应 1 美分。（财经网）

20. 近日，美国第二大零售商 Costco 在上

海开中国首家线下店的消息再次传出。该店

选品以及运营都将借鉴天猫新零售和在天猫

累积的中国消费者大数据，同时，美国最大

运动零售商 Foot Locker 也正在和天猫国际

探讨新零售入华方案。据悉，Costco 入天

猫已经 4 年，期间股价一直保持增长，而

Foot Locker 在与天猫的绯闻传出后，其股

价也不断飙升。（一点资讯）

1. 据中国基金业协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2 月底，私募基金规模创历史

新高，国内私募行业管理基金规模已经突破

12 万亿大关，这是时隔 6 个月后，私募规

模从突破10万亿增长至12万亿。（锦安财富）

2.2018 年度私募专项检查的准备工作于 3

月 1 日启动，三类私募被确定为重点检查对

象。根据监管要求，2018 年私募基金专项

检查按照差异化检查原则，以问题风险导向

为主，确定重点检查领域，包括集团化跨辖

区私募机构、管理非标债权的私募机构、其

他存在问题风险线索的私募机构。（腾讯新

闻）

3.2 月份，A 股受海外市场影响出现了剧烈

波动，反复的市场行情给私募行业带来一些

影响，很多股票类私募业绩大幅回撤。尽管

近期市场逐步恢复，但前期波动的冲击仍未

平复，记者采访多家私募发现，一些股票私

募已经调低对 2018 年的收益预期，行业继

续降杠杆。（证券之星）

4. 由于富士康、小米等新经济或独角兽企

业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这类企业所在行业

领域的人才在股权私募行业也变得炙手可

热。今年股权私募基金的招聘，在生物科技、

云计算、人工智能、高端制造这四大新经济

领域的专业人才成为热点，尤其是具有相关

行业经验的投资经理，有很大的需求量。（每

日经济新闻）

5. 中国保监会今日发布修订后的保险公司股

权规定，其中要求，单个股东持股比例不能

超过三分之一，单一资产管理计划或信托产

品持有上市保险公司股票比例不得超过该公

司总股本 5%。修订后的新规将于 4 月 10

日生效。（保监会官网）

6. 随着春节后 A 股行情升温，场外增量资金

也在跃跃欲试。据格上理财数据显示，证券

类私募管理规模一改持续近 1 年来的缩水态

势，出现 3 年以来的单月最大增长额，

2018 年 1 月证券类私募管理规模较 2017

年12月底增加3200 亿元，达到2.61万亿元，

月度增幅达 13.97%。同时据格上理财数据

显示，私募机构新成立的产品大部分还没有

入市。（每日经济新闻）

7. 中证协的一份数据透露，2018 年私募公

司债的到期规模约 7585 亿元，相当于去年

的 2.37 倍。而且未来三年，私募公司债的

到期规模还将继续攀升，至少达到 8000 亿

以上，2021 年将达到峰值。记者获悉，这

类债券的持有人主要是金融机构及旗下理财

产品，其中银行（含农信社）的认购资金是

最多的，大概占了四分之一；其次是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的、券商资管计划、公募基

金、证券公司自营资金等，这四类资金占比

大概为十分之一左右。（券商中国） 

8.2 月 23 日，证监会官网上发布了《关于

IPO 被否企业作为标的资产参与上市公司重

1. 花草摆对的人最健康！花草虽好，但不能

任意摆放。最好能根据住宅各个角落的不同

特点，选择不同的花草。①客厅养常春藤吸

烟雾；②卧室养仙人掌提供氧气；③厨房放

吊篮净化空气；④书桌上放薄荷提神；⑤洗

手间放虎尾兰吸湿；⑥阳台种爬山虎减少阳

光辐射；⑦玄关放发财树保持湿度。（经济日

报）

2. 卧室环境，从温度到光线，都对睡眠有很

大影响。美国《赫芬顿邮报》盘点了改善睡

眠方法：1. 保持卧室温度清爽宜人。2. 保持

黑暗无光。3. 屏蔽噪音。4. 消除电视影响。

5. 把电子产品请出卧室。6. 选择合适的床品。

7. 保持卧室整洁。8. 确保床垫舒适。9. 及时

更换枕头。（生命时报 ）

3. 武汉城管委招聘公厕管理员，最低学历要

求为本科。城管委：主要负责管理，已在岗

管理员的均为本科，该单位在招聘事业编的

工作人员时，最低学历要求都是本科，让人

才去管理厕所，是重视厕所建设的一种体现。

（重庆晨报）

4. 自己洗羽绒服，只需 8 步就搞定：①将羽

绒服放入冷水中浸泡 20 分钟；②将洗涤剂

溶入 30℃以下温水中；③再放羽绒服浸泡

10 分钟；④不用手揉搓衣服；⑤用软毛刷或

旧牙刷来刷脏的地方；⑥顺着面料纹理两手

对着挤压；⑦在水中滴入一瓶盖醋，浸泡

5-10 分钟；⑧晾干后轻轻拍打。（人民日报）

5. 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41 亿人，

占总人口 17.3%。其中去年新增老年人口首

次超过 1000 万。预计到 2050 年前后，我

国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 4.87 亿，占总人

口的 34.9%。（新浪财经）

6. 这些红包有落实时间表了：①7 月 1 日前：

取消流量漫游费。②年底前：降低移动流量

每 G 每个月的资费水平，与取消流量漫游费

加在一起，要比 2017 年下降 30% 以上。③

年内：实施个人所得税改革，包括提高基本

费用扣除标准，增加专项附加扣除。④年内：

商标注册的周期压缩到 6 个月。（新华网）

7. 据泰媒，泰国清莱职业学院教师研发出了

牛屎咖啡，其定价为每公斤 1 万泰铢（约合

人民币 2015.03 元），据悉牛屎咖啡味道有

点苦酸、不涩，后味甜味，口感清新。（世

界日报）

3 月 5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此时距

离上一次提高个税起征点已经过去 7 年。个税也是今年两会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之一。以北京

为例，智联招聘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冬季北京求职期平均薪酬为 10000 元，如果个税起

征点提高到 1 万元，在北京工作的你每月能省下 300 多元的开支。

全球装箱量最大的货轮之一。（中华网）

9. 据猫眼电影数据，中国 2 月电影票房已破

100 亿元，创造中国影史新纪录，上年同期

票房 61.7 亿元。（金融界）

1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5G 第一版国际标

准将于 2018 年 6 月完成。我国 5G 研发试

验第三阶段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重点是系

统验证。（太平洋电脑）

11. 成都市 3 月 1 日起提高市民申领租房补

贴的标准：中心城区家庭年收入准入标准由

5 万元提高到 10 万元，单身居民由 3 万元

提高到 5 万元，符合条件的外来务工人员也

可申领。（证券之星）

12. 北京银监局：截至 2017 年末，北京辖

内银行业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4401.2亿元，

比 2017 年初增加 469.23 亿元，科技企业

贷款总量突破 4000 亿元，居全国首位。（东

方财富网）

13.2018 年 1 月末，银行业总资产为 248 万

亿元，同比增 8.7%，其中各项贷款 128 万

亿元，较年初增加 2.6 万亿元。2018 年 2

月初步数据显示，各项贷款比 1 月份增加

8361 亿元，保持较稳定增长。（东方财富网）

14.2018年的春节，国内多地出现“购金热”，

显示国内黄金消费正呈现复苏迹象。据广发

证券统计，从商品大类看，今年春节期间，

金银珠宝和通讯器材销售的增速较快，分别

为 29.5% 和 26.5%，增速分别同比提升

18.2和14.2个百分点。另据国泰君安统计，

陕西、贵州、吉林重点监测企业春节期间金

银首饰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3%、30.6%

和 17.8%。（东方财富网）

15. 据报告，2018 年春节后一周，求职人数

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20%，简历更新高峰从

正月初十提前至正月初六。2018 年前两个

月，全国人才需求量最大的 50 个城市白领

平均月薪为8730 元，同比增长2.9%。北京、

上海平均月薪突破 1 万元大关，领跑全国，

深圳、杭州紧随其后。另一方面，全国五十

城求职者平均期望薪酬为 9051 元，同比增

长 3.3%。（中国网财经）

16.3 月 5 日，在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影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厉害了，我的

国》上映四天，票房突破 1 亿，观看人次超

过 300 万，平均上座率超过三成。（36 氪）

17. 财政部部长肖捷，副部长史耀斌、胡静

林在 7 日的记者会上就“财税改革和财政工

作”相关问题作答：①预计今年减税超 8000

亿元，减负超 3000 亿元；②将加快启动税

收改革方案；③正起草完善房地产税法律草

案等。（搜狐网）

18. 据统计显示，截至 2018 年 3 月 7 日，A

股共有 174 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为女性，占全

部上市公司董事长总数的 4.98%。上述 174

家上市公司 A 股总市值合计高达 2.12 万亿

元。从这 174 家上市公司的女性董事长年龄

分布来看，40 岁以下的女性董事长较少，

仅 13 位。（金融界）

19. 日前《2017 女性、职业与幸福感：数字

数代女性职场影响力报告》正式发布。报告

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约为 63.3%，高

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57%) 和亚

太国家 (62%) 的平均水平。相比于世界其他

地区的女性，中国女性对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贡献最大，为 41%。同时，中国职

业女性在情商、视野宽度等能力方面表现更

强，78% 的女性想在职场进入管理层。（人

民网）

20.3 月 8 日起，关闭了 7 个月的九寨沟景

区部分景观恢复开放。2018 年全年游客接

待限量为每天 2000 人，实行专车专导、团

队游览的方式，暂不接待散客。景区门票价

格全年为 110 元 / 张，3 月促销价 40 元 / 张。

（新浪网）

21.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31 省份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数据显示，8 省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超

过 2 万元，包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

广东、江苏、福建、辽宁。其中上海、北京

接近 4 万元，上海以 39791.85 元位居全国

首位。（每日经济新闻）

22. 银监会下发《关于调整商业银行贷款损

失准备监管要求的通知》，明确拨备覆盖率

监管要求由 150％调整为 120％至 150％，

贷款拨备率监管要求由 2.5％调整为 1.5％至

2.5％。（21CN 新闻）

23. 北京发布通知，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

取消北京市律师诉讼代理服务收费政府指导

价，实行市场调节价。（凤凰资讯）

24. 数据显示，2017 年海南省接待游客总数

6745.01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2.0%；旅游

总收入 811.99 亿元，增长 20.8%。（每日经

济新闻）

25.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香港特区政府

2017/2018 年度财政盈余预计为 1380 亿港

元，财政储备在 2018 年 3 月 31 日预计达

10920 亿港元。（新华网）

26.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6日公布香港船只、

港口货物及货柜的 2017 年第四季的统计数

字，其中港口货物吞吐量同比升 5.3％，达

7470 万吨。2017 年全年港口货物吞吐量同

比升 9.7％，达 28150 万吨。（网易新闻）

27. 截至 2 月末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累计获批额度为 991.59 亿美元；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获批额

度为 6123.6 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

资者（QDII）获批额度为 899.9 亿美元。（经

济参考）

28.3 月 6 日，福布斯官方发布了 2018 年全

球亿万富豪榜。榜单显示，千亿美元身家的

杰夫 · 贝索斯第一次成为首富；曾 18 次问

鼎的比尔 · 盖茨今年排名第二；股神沃伦 ·

巴菲特跌至第三位。此外，马化腾位列榜单

第 17 位，马云位列第 20 位，李嘉诚位列

23 位。马化腾成为中国和亚洲首富，其身

家达到 453 亿美元，排名第 17。马云身家

390 亿美元，排名 20。其后是李嘉诚身家

349 亿美元，排名 23、许家印身家 303 亿

美元，排名 24、李兆基身家 303 亿美元，

排名 24、王健林身家 300 亿美元，排名

26。（网易新闻）

29.当地时间3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将对钢铁和铝产品进口征收关税，下周将准

备好可能的关税细节，将对进口钢铁和铝分

别征税 25% 和 10%。“关税大棒”吓坏全球

市场，美股和亚洲市场出现大幅下挫，而特

朗普的这一举措也招致多方批评。（中国青

年网）

数据信息

组交易的相关问题与解答》，表示证监会拟

对标的资产曾申报 IPO 被否决的重组项目加

强监管，对于重组上市类交易，企业在 IPO

被否决后至少应运行3年才可筹划重组上市。

（每日经济新闻）

9.《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

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有关规定期限的决定（草案）》23 日提

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

议。根据决定草案，股票发行注册制授权决

定在实施期限届满后，拟延长两年，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