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月谈 人，不怕渺小，只怕卑微，生活都是公平的，你要活出精彩，也就需

要一颗奋进的心。尽管没人感激过你的善良，但你依然要选择做一个

内心善良的人，选择做什么样的人，是为了自己，不是因为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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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统计局：2018 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 7815 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

长 8.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6%。

在 31 个省份中，上海、北京、浙江、江苏、

天津五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超过1万元，

位居全国前列。其中，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达到 17277 元，位居首位。( 中新经纬 )

2、国家统计局：4 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

理指数 (PMI) 为 51.4%，是比上个月略微低

了 0.1 个百分点，但仍高于一季度的均值和

上年的同期水平，这说明我国制造业继续保

持稳步增长的发展态势。( 央广网 )

3、发改委：自 5 月 1 日起降低部分行业和

货物增值税税率，其中，成品油增值税税率

由 17% 降低至 16%。据此，国内汽、柴油

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降低 75 元和 65 元。

( 经济日报 )

4、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纳入统计的 25

家主机制造企业，2018 年一季度共销售各

类挖掘机械产品 60061 台 ( 含出口 )，较去

年同期上升 48.4%。多家券商都认为 2018

年 4-5 月份挖掘机销量也将保持持续高速增

速，预计 4 月份增幅在 80%－90% 左右。

(21 世纪经济报道 )

5、文化和旅游部：经测算，“五一”假日全

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1.47 亿人次，同比增长

9.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871.6 亿元，同比

增长 10.2%。( 中国新闻网 )

1、2018 财年，阿里巴巴中国零售平台年度

活跃消费者达到 5.52 亿，季度内新增年度

活跃消费者数创下 IPO 以来最高数；收入

2502.66 亿元，同比增长 58%；核心电商业

务收入 2140.20 亿元，同比增长 60%，均

创下 IPO 以来年度最高增幅。( 阿里巴巴 )

2、余额宝将开启全新“分流模式”，新接入

博时、中欧基金公司旗下的“博时现金收益

货币 A”、“中欧滚钱宝货币 A”两只货币基

金产品。用户通过余额宝的页面提示即可实

时了解自己是否已经进入升级覆盖范围。( 每

日经济新闻 )

3、淘票票回应《后来的我们》退票事件：

从退票率和改签率来看，售票数据的确存在

无法合理解释的异常。如果在预售阶段，通

过虚假购票来粉饰预售数据，欺骗影院达到

提升排片目的，在排片占比冲高之后再大量

退票，这已不止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而是严

重的涉嫌商业欺诈行为，应严厉追责。淘票

票恳请相关部门尽快严查处理，愿意提供全

力支持和最大协助。( 新浪 )

4、雷军“史上最牛日程表”：提交招股书、

拜会李嘉诚、牵手长和。预期小米最快可于

6 月底至 7 月初在港挂牌。 综合市场消息，

小米的估值将在 600 亿美元至 1000 亿美元，

上市时市值能达 1000 亿美元，将是继

2014 年于美股上市的阿里巴巴 ( 上市估值

近 2000 亿美元 ) 后，全球最大型的科技公

司 IPO。( 全天候科技 )

5、这个五一貌似特别流行回母校。李彦宏

捐赠 6.6 亿给北大，刘强东捐赠 2 亿给清华；

雷军也在武大开发布会，马化腾创始捐赠的

西湖大学获批设立，原清华副校长施一公任

西湖大学首任校长。( 中国基金报 )

6、滴滴联合 31 家汽车产业链企业成立洪流

联盟，将开放网约车、分时租赁、定制车、

智能驾驶和后市场服务业务。滴滴还称将联

合汽车企业共同定义开发未来共享出行汽

车。( 新浪科技 )

7、贾跃亭造车计划迎来转机？法拉第未来

的两辆电动车 FF91 运抵北京。( 腾讯一线 )

1、《2017 微信经济社会影响力研究》报告

发布，微信在 2017 年：

①直接带动信息消费 2097 亿元，自 2014

年以来年均增长超 30%；

②拉动流量消费 1911 亿，拉动行业流量收

入达 34%；

③带动社会就业规模达 2030 万人，四年来

翻了一番；

④97.6% 的用户认为微信传播和弘扬了正能

量。(199IT)

2、市场研究顾问公司 Compass 

Intelligence 研究结果显示，在全球前 15

大人工智能 (AI) 芯片企业排名表“A_List”中，

企业依序为辉达 (Nvidia)、英特尔 (Intel)、

恩智浦 (NXP)、IBM、超威 (AMD)、

Google、ARM( 安谋 )/Softbank( 软银 )、

Apple( 苹果 )、Qualcomm( 高通 )、

Broadcom ( 博通 )、三星、华为、

Imagination( 英国 )、Synopsys( 新思 ) 以

及联发科。

1、4 月 16 日，私募排排网正式发布了

2018 年第一季度中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行

业研究报告。报告显示，部分以美股等海外

市场为投资对象的股票策略私募产品，则表

现相对较好。（中证网）

2、截至 2018 年 3 月底，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 23400 家，

较上月增长 1.31%；已备案私募基金 71040

只，较上月增长 0.34%；管理基金规模

12.04 万亿元，较上月增长 0.22%，其中百

亿级别私募更是达到了 210 家之多。私募基

金管理人员工总人数 24.26 万人，较上月增

加 531 人，均创历史新高！（中国证券报）

3、4 月 16 日上午，期货子公司收到监管要

求——17 日起停止新增与私募基金合作做

场外期权业务。监管方面要求期货子公司即

日起暂停私募基金作为风险管理子公司场外

衍生品业务的交易对手方，不得新增，存续

业务不得展期。私募基金公司主体和私募基

金产品均不可参与。（凤凰网财经）

4、继 4 月 17 日华夏恒业、德赋资产两家私

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被注销后，4月18日晚间，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又连续发布了多则

纪律处分公告，上海国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福建东方银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被注销，

相关责任人被作出处罚并拉黑。（国际金融）

5、4 月 20 日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莉表示，

下一步证监会将继续加强对私募基金的监管

执法力度，坚决打击基金领域违法乱象，切

实维护市场秩序和投资者权益，有效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中国网财经）

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评估小组将我

国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 ( 含创投 )

基金在内的全部私募基金纳入评估范围。认

为总体上符合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给予了

“完全实施”的最高等级评分。（中基协）

7、4 月 21 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党

委书记、会长洪磊在 2018 年中国母基金百

人论坛上鼓励私募基金大力发展股权投资，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债权和收益权的

积极作用，私募基金可以做着两类投资，但

必须要有度，而且不能偏离私募基金本质。

（新浪财经）

8、从险资已参与的 PE 案例来看，主要有股

权收购、间接投资和险资设立 PE 三种模式。

考虑到保险公司对风控的要求，直接投资仍

难成为主要方式，投资 PE 基金、母基金

（FOFs），特别是“S 基金（私募股权转受让

投资基金）”等间接投资方式，成为近年来

险资涉足 PE 的最优选择。（上海证券报）

9、普华永道今日发布的 MoneyTreeTM 报

告显示，2017 年下半年私募及创投

（PE/VC) 在科技、媒体及通信（TMT) 行业

的投资延续了上半年的强劲势头。依托强大

内需，消费升级仍然是投资热点，新能源汽

车、高端制造、智能化生产、VR ／ AR、区

块链等新业态是主要驱动力。（和讯网）

10、北京睿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规模

60 亿左右。对于清盘，睿策投资也发布了

公告。公告解释此次清盘是因为公司主要为

主动管理型投资，现想要全面转型做量化对

冲投资策略，所以要将产品清盘。在该公告

中，睿策投资还表示，目前除了微量停牌股

1、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2010 年到 2016 年之间，约六成美洲城市

和欧洲城市 PM10 和 PM2.5 颗粒物浓度出

现下降；而在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中，超过

70% 的贫穷城市的空气质量在恶化。( 中国

经营报 )

2、英国加的夫大学一个团队为半导体研究

制造钻石，将天然钻石作为“种子”置入真

空室，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在实验室环境下

几内天就可“培育”一颗 1 克拉大小的钻石。

这项技术也可用于生产首饰用钻石。“种”

出来的钻石纯度更高，价格要便宜 15% 到

20%。全球几家大公司已尝试“种植”首饰

用钻石。( 新华国际 )

3、全球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 俗称“老痴”)

的患者约 4600 万，我国以 800 万人口位居

世界第一。更令人担心的是，老痴还有了年

轻化的趋势。( 生命时报 )

4、《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白皮书》发布，

当前中国城镇居民心理健康状况调查结果表

明，73.6% 的人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存在

不同程度心理问题的人有 16.1%，而心理健

康的人为 10.3%。( 中国青年报 )

5、5 月最浪漫的时间表：①6 日，宝瓶座伊

塔流星雨达到极大；②9 日，木星冲日，“冲

日”前后，木星距离地球最近，也最明亮。

是最佳观测时机；③9 日，C/2016R2 彗星

过近日点；④18 日，“金星合月”天象登场，

借助肉眼即可欣赏到浪漫的“星月童话”。( 央

视新闻 )

6、饮品店用发黑芒果榨汁，去年冷库里的

苹果继续用！对不起，你迷恋的果汁可能比

刷锅水还脏！ 记者近日卧底 royaltea 饮品

店，发现“新鲜”饮品内幕多：店员不洗手

切水果，手挤茶包，发黑的芒果榨汁，去年

冷库的苹果泡茶，水果杯卖不完次日继续卖

……( 经济日报 )

7、小龙虾高价入市：进货价普涨，市民直

呼吃不起。去年 4 月均价 16.5 到 23 元 / 斤

的小龙虾 ( 无规格 ) 到了今年 4 月一度飙升

至均价 37.5 元，虽然近日回落到 30.5 元 / 斤，

但是同比去年仍有 30% 以上的涨幅。( 北京

青年报 )

8、5 月 1 日起，这些新规将影响你我的生活：

①侮辱、诽谤英烈将被追责；②第四套人民

币部分券别停止流通；③抗癌药等 28 项药

品零关税；④办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只跑

一次”即可；⑤军人非因公外出可穿军装；

⑥特定严重失信人将被限乘火车飞机；⑦未

及时处置交通事故将受罚。( 人民日报 )

9、北京停车收费新规：自2018年5月1日起，

实行计时收费的停车设施，满 1 个计时单位

后方可收取停车费，不足 1 个计时单位的不

收取费用，并将占道停车场的夜间时段延长

2 小时。( 中国新闻网 )

10、房子租出去，政府给奖补！合肥市房地

产管理局：对出租自筹住房的租赁企业、住

房租赁中介、和自行出租自有住房的个人，

按出租面积进行财政奖补。( 每日经济新闻 )

6、2017 年共有约 735 万中国游客前往日

本旅游，同比增长 15%，再创新高。化妆品

与相机、手表并列为最受欢迎的伴手礼。( 中

国经济网 )

7、第 123 届广交会累计出口成交 1891.97

亿元人民币 ( 折合 300.8 亿美元 )，比 2017

年春季广交会增长 3.1%，为 4 年来春交会

最高水平。来自各大洲的采购商人数全面增

长。( 中新网 )

8、4 月 P2P 网贷行业的成交量为 1730.95

亿元，环比 3 月下降 9.64%，同比下降了

23.04%。活跃投资人数、活跃借款人数均

呈现下降态势。( 新浪 )

9、中国铁矿石期货正式实施引入境外交易

者业务。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将在原油，

铁矿石期货国际化的基础上加快开放，只要

是有条件的期货品种，都要推进国际化。( 经

济观察报 )

10、中国人民银行收到了世界第一公司

(WORLD FIRST) 关于申请支付业务许可的

来函。这意味着，第一家外商投资支付机构

已经迈出了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事实上，

金融业对外开放已经进入加速期。( 每日经

济新闻 )

11、今年 6 月份，A 股将正式“入摩”。数

据显示，海外资金正疯狂抄底。进入四月份，

北向资金便出现了爆发式的净流入。虽然 A

股继续在四月份回调，但是在这个月，北向

资金的流入却达到了 386.5 亿元，环比暴增

近 3 倍。( 每日经济新闻 )

12、中国银保监会对招商银行罚款 6570 万

元，涉理财、房地产贷款等违规；对兴业银

行罚款 5870 万元，因多项业务违法违规；

对浦发银行罚款 5845 万元，涉理财、贷款

等违规。 ( 蓝鲸财经 )

13、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年度报告：美国对

华出口为美国创造了 100 万个就业岗位。中

国已成为美国第三大货物和服务出口目的

地。2008 年至 2017 年，美国对华货物出

口增长了 86％，而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货物出口增速仅为 21％。2007

年至 2016 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增长超过

3 倍，而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服务出口仅增长 50％。( 新华国际 )

14、IDC 最新发布报告显示，中国第一季度

智能手机出货量自 2013 年第一季度以来首

次低于 1 亿。全球智能手机厂商第一季度出

货量 3.361 亿台，下降 2.4%。三星第一季

度智能手机市场份额 23.3%，位居第一。 ( 蓝

鲸财经 )

15、第三方游戏市场研究机构 Newzoo 发

布的最新全球游戏市场报告显示，预计

2018 年总共有 2.3 亿玩家将在游戏方面投

入 1379 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13％，其中

手游占比超过 50%。具体到各国的游戏营收

数据，中国、北美和日本位列前三。其中，

中国在全球手游市场占比超过 60％，而到

2021 年将增长至 70％。( 中国证券报 )

16、2017 年，国外的中餐馆超过 60 万家，

国外中餐的产值超过 2500 亿美元。( 从

1850 年第一家中餐馆在美国开张 , 海外中餐

已有 160 多年历史。)( 中国经济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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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所有仓位已清零。（新浪财经）

11、4 月 27 日，经国务院同意，《关于规范

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指导意见》）正式发布。《指导意见》

将过渡期延长至 2020 年底。对此私募人士

指出，资管新规的过渡期延长到 2020 年底，

利好 A 股市场，有助于缓解短期市场的资金

挤压效应，利好市场资金面。（每日经济新闻）

12、4 月 27 日晚，央行等四部委发布的《关

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下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要求合格

投资者需具有 2 年以上投资经历，且满足以

下条件之一：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 300 万

元，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或者近

3 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 万元。相较于

此前征求意见稿，增加了家庭金融净资产不

低于 300 万元选项。（经济观察报）

13、4 月 27 日，“一行两会一局”联合印发

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

意见》( 以下简称“新规”)，资管新规靴子

落地。此次新规相较于征求意见稿稍显“宽

容”，如监管节奏上，过渡期延长至 2020 年

底，产品计量方式上不再单一要求净值化，

允许部分产品以摊余成本法计量等；但在打

破刚性兑付、实现净值化管理、防止多层“嵌

套”、严禁表内资管等方面依然坚持零容忍。

（红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