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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3月 30日电 （记者任
成琦） 第二十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
暨第三届国际体育产业博览会将于近
日在福建省晋江市开展。

本届博览会规划面积 6 万平方
米，共设置 2200 个国际标准展位，
同时设立“一带一路”品牌馆、国际
流行趋势馆、科技馆、品牌产品馆和
台湾馆等十多个特色馆。主办方介
绍，自第八届鞋博会首次设立台湾馆
以来，台湾馆始终是鞋博会最突出的

亮点之一。今年，台湾制鞋行业同业
公会、台湾机械工业同业公会继续组
团参展，确定60多个展位。

本届博览会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体
育用品业联合会主办，泉州市人民政
府、福建省体育局、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福建省委员会、中国皮革协
会、中国皮革和制鞋工业研究院协
办，晋江市人民政府、晋江市国际商
会、晋江市制鞋工业协会承办。

第二十届中国鞋博会将举行

近期，随着登陆A股的相关消息不
断传出，独角兽企业成为资本市场上
的大热门。其背后蕴藏的，则是新经
济愈发强劲的发展势头。从年初至
今，相关部门频频发声加大对“四
新”（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 经济的支持力度；全国两会期
间，扶持新经济的信号也持续释放。
经过前期发展与沉淀，中国新经济正
呈现出规模壮大、技术驱动性更强等
新亮点，在各地创新创业生态不断改
善下，新经济成色亦越来越足。

新经济迎来新阶段

在中国新经济的“丛林”中，独
角兽企业是较为显眼的群体。虽然具
体认证上有差异，它基本指代发展速
度快、稀少，为投资者所青睐的创业
企业。在中国，蚂蚁金服、滴滴出
行、小米、阿里云等可以算作典型。

美 国 创 投 研 究 机 构 CB Insights、
财富、胡润研究院、德勤等机构曾相

继推出独角兽企业报告或榜单，透过
这些描述，可以看到一支正快速成长
壮大的中国独角兽企业队伍。

例如，CB Insights 公布的全球独
角兽榜单中，中国以 62 家独角兽企业
紧随美国之后，且互联网特色鲜明。
科技部火炬中心、长城战略咨询日前
联合发布的 《2017 中国独角兽企业发
展报告》 则显示，中国独角兽企业超
百家，较上年增长25%。

值得注意的是，相当部分独角兽
企业在 2014 年及之后创立。这与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的背景密不
可分。近 5 年，中国日均新设企业由
5000多户增加到 1.6万多户。快速崛起
的新动能，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

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中小
企业与创新创业研究室主任贺俊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独角兽企业
的大量涌现是新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
自然结果。经过前面的导入期，技术
逐渐成熟，市场的接受度提高，政策的
支持效应不断积累，创业企业进入成长
阶段，开始在资本市场竞相角逐。”

技术驱动成新亮点

综合多份榜单来看，中国独角兽
企业广泛分布于多个行业。其中，电
子商务、互联网服务、大健康、智能
制造等成为其集中爆发的领域；而技

术驱动类企业的不断增多，也成为中
国创业企业的新亮点。

例如，根据上述报告，在以人工
智能、大数据、云服务为代表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领域，有旷视科技、商汤科技、
阿里云等；在以基因组学和精准医学为
代表的新一代生物技术领域，有三胞国
际医疗、碳云智能等；在以新能源为代
表的新一代智能制造领域有宁德时
代、蔚来汽车、奇点汽车等。

“独角兽企业的一个特性，是目标
和理想高远，有不少企业呈现变革型创
业的潜质。”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
所副所长武文生向本报记者分析指出，
中国的独角兽企业开始在前沿科技领
域有更多突破，模式创新企业也实现升
级发展。此外，不少企业与中国经济的
高质量发展相呼应，适应消费升级需
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解决智能
生活、出行、娱乐等社会需求。

贺俊也认为，随着高校人才、海
外归国人才加入创业创新行列，中国
出现越来越多技术驱动的独角兽企业。
从商业模式创新到技术驱动类创新，这
与中国创新创业的发展阶段有关。同
时创业环境的改善和政策扶持，也大
大推动了技术驱动企业的发展。

创新生态快速改善

看地域分布，中国独角兽企业则

集中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有
分析指出，四市总量占比超过80%。

“‘独角兽’的发展和创新创业
生态是分不开的。随着中国‘双创’
的开展和创新理念深入人心，越来越
多人加入到创新中来。‘独角兽’的集
中程度，也是一个地方创新创业生态
的侧面反映。”武文生说。

当前，各地也正为创新创业营造
更好的生态环境。以天津开发区为
例，该区正全力打造天津市首个以独
角兽企业孵化和培育为主的新经济产
业载体，并专门设立“新经济促进
局”，着力解决各类新业态所面临的共
性痛点问题。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加快
建设创新型国家，并提出设立国家融资
担保基金，支持优质创新型企业上市融
资，将创业投资、天使投资税收优惠政
策试点范围扩大到全国等具体政策。

在贺俊看来，当前独角兽企业集
中的地区有着市场、产业配套、公共
服务和创新体系等方面的优势。未来
各地发展创新创业，还是要尽可能与
本地的产业集群相结合，形成产业和
创业之间良性互动的局面。政府重在
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创业企业的创新
能力，单靠补贴不可持续。此外，监
管要重视完善现有法律体系，提高效
率。多方形成合力，共同促进中国新
经济的发展。

中国“独角兽”搅热新经济
本报记者 李 婕

近期，人民币汇率持续上涨，汇率双向波
动新局面已经形成，那么居民、企业购汇用汇
该怎么办呢？新华社记者专访国家外汇管理局
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

切莫“赌”汇率

近期，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持续上涨，汇率
表现已经展现出了双向波动的特点，汇率的弹
性有很大的提升。现在，一年期人民币波动率
已经达到了5%，较此前1%-3%的波动率水平已
经有明显提升，对于个人及企业都应该注意哪
些问题？

王春英认为，不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首
先 应 坚 持 根 据 实 际 需 求 进 行 购 汇 ， 不 要 去

“赌”汇率的涨跌。
对于个人而言，在坚持按实际需求进行购

汇的同时，可以有一定的趋势判断。但对于企
业而言，用汇规模大，则一定要有避险保值和
财务中性的理念，切莫去“赌”人民币汇率。

百姓购汇很便利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居民使
用外汇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现在都有哪些便利
措施或渠道方便居民购汇用汇呢？

王春英表示，目前，对个人来说，有很多

方便的购汇渠道，在每年 5 万美元额度以内，
只要持有个人身份证件就可以到银行柜台或通
过电子银行渠道购汇。

“从这些年的发展来看，99.7%的居民每年
的购汇金额都是在 5 万美元以内。”王春英表
示，如果超过 5 万美元，也可以凭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和能够证明真实交易的带金额的交易
证明文件去银行购汇。

限额不影响百姓用汇

2017 年 12 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出台政策，
调整了境外提现额度的管理方式，从原来按每
张银行卡每年境外提现额度10万元人民币，改
为每张居民身份证项下的所有银行卡每年境外
提现额度总计10万元人民币。这是否会影响居
民境外用汇呢？

“根据统计，绝大多数的居民个人持卡到境
外提现，完全达不到 10 万元人民币额度。”王
春英表示，这个政策的出台主要是出于反洗
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避税逃税，即“三反”方
面的考虑。

王春英说，银行卡在境外消费，外汇局很
早就出台了便利政策，2003年外汇局就支持持
银行卡在境外消费、境内事后购汇还款，同时
也可以在境外提现。从已经查获的一些案例证

明，持银行卡在境外非常大额的提现行为往往
涉及到一些违法违规的行为。

支持海外消费需求

近年来，中国居民海淘、跨境支付等越来越
多，互联网支付和跨境支付也随之发展，通过第
三方支付购汇消费都有哪些便利和管理政策呢？

王春英表示，为了满足互联网支付的发展
和跨境支付业的发展，也满足个人海外购物的
需求，2013年，外汇局就开展了第三方支付机
构通过银行为境内机构和个人办理集中小额购
汇消费支付，还有和衣食住行相关的住店、留
学、旅行等等相关跨境支付和结售汇业务试点。

据介绍，到2017年底，一共有支付宝、财
付通等 33 家第三方支付机构得到试点的机会。

“跨境支付方面的需要，外汇局还是会坚持经常
项目可兑换的原则，对各种新出现的不管是支
付方式，还是新的消费需求都积极研究支持。”
王春英说。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30 日电 记者刘开
雄、郝晓静）

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新局面形成

大 家 用 汇 该 怎 么 办

据新华社北京3月30日电（张弛、郁琼源） 2018年进
一步深化增值税改革工作重点是什么？将有哪些具体措
施？财政部部长助理许宏才30日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进行了回应。

许宏才说，2018年深化增值税改革是在前两次增值税
改革的基础上，突出将制造业作为政策的发力点。具体优
惠政策是：适用于增值税税率为 17%和 11%的制造业企业，
两档税率分别下调一个点，预计全年可减税2400亿元；将
工业企业和商业企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年销售额标准由50万
元和 80 万元上调至 500 万元，并在一定期限内允许已登记
为一般纳税人的企业转登记为小规模纳税人；对装备制造
等先进制造业、研发等现代服务业和其他符合条件的企业
在一定时期内未抵扣完的进项税额予以一次性退还。

营改增实现了增值税对货物和服务的全覆盖，有效减
轻企业和个人负担。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说，深化增
值税改革是今年减税降费的重头戏。上述政策措施全年减
轻市场主体税负超过4000亿元。

中国将降低制造业税负

3月30日，2018西安丝绸之路国际旅游博览会在陕西西安开幕。本届博览会以“优质旅游·共享发展”为主题，吸引来自35个国家
和地区的参展商参加。图为丹麦客人在陕西省汉中馆参观当地特产羌绣时爱不释手。 新华社记者 陶 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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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内蒙古师范大学来自韩国、蒙古国的留学生来到呼和浩特
市玉泉区大漠文化创意园活字印刷馆，体验选字、排版、上墨、铺纸、印
刷等工序，感受中国古老印刷术的独特魅力。图为留学生在展示自己的活
字印刷作品。 丁根厚摄 （人民视觉）

留学生体验活字印刷术

位于江西共青城的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是中国较早研制特种
机器人的企业之一。目前，企业已形成5大平台特种机器人产品，开发出了消
防灭火侦察机器人、危险场站巡检机器人、水下机器人等20多种产品，广泛
应用于消防、市政、矿山、石化等多种危险环境，产品取得多项专利。图为3
月30日，员工在生产基地组装防爆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宋振平摄

持续创新给企业带来新动能持续创新给企业带来新动能

近年来，江苏东海县利用本地储量约30万吨水晶的资
源优势，通过在学校开设水晶工艺专业，建立实训基地，
采取校企深度融合、建立大师工作室等多种有效培养模
式，先后培养出2000多名高技能水晶工艺学生，就业率达
97%以上。图为3月29日，东海中等专业学校的老师在向学
生传授水晶内画技艺。 张开虎摄 （人民视觉）

培养年轻水晶雕刻人才培养年轻水晶雕刻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