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三屆政協及人大第一次會議3月於北京召開

據 BBC 中文網 3 月 5 日及新華社 3 月 15 日報導，第十三屆人民政治

協商會議（政協）與人民代表大會（人大）的第一次會議分別於本（2018）

年 3 月 3 日及 5 日於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

政協選出委員會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和常務委員列席人大，聽取

並討論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討論憲法修正案草案和監察法草

案、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及其他有關報告。

政府工作報告中對過去五年在各領域的舉措進行回顧，同時對接下來

一年工作提出建議。報告中指出，過去五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GDP）

從 54 兆元人民幣（下同）增加到 82.7 兆元，年均增長 7.1%，佔世界經濟

比重從 11.4% 提高到 15% 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 30%。財政

收入由 11.7 兆元增至 17.3 兆元。居民消費價格（CPI）年均上漲 1.9%。城

鎮新增就業 6,600 萬人以上。

消費貢獻率由 54.9% 提高到 58.8%，服務業比重從 45.3% 上升到

51.6%，成為經濟增長主動力。高技術製造業年均增長 11.7%。城鎮化率

從 52.6% 提高到 58.5%，8,000 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創新研

發投入年均增長 11%，規模世界第二。載人航太、深海探測、量子通信、

大飛機、高鐵網絡、電子商務、移動支付、共用經濟等成果顯著。

未來一年大陸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保持6.5%左右；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

左右；城鎮新增就業 1,100 萬人以上，城鎮調查失業率 5.5% 以內，城鎮登

記失業率 4.5% 以內。

大陸海洋局發布2017年統計公報

據經濟參考報 3 月 6 日報導，大陸國家海洋局日前發布的《2017 年

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顯示，2017 年全大陸海洋生產總值 77,611 億元

人民幣（下同），比上年增長6.9%，海洋生產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4%。

其中，海洋第一產業增加值 3,600 億元，第二產業增加值 30,092 億元，第

三產業增加值 43,919 億元，海洋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海洋生產

總值的比重分別為 4.6％、38.8％和 56.6％。估計 2017 年全大陸涉海就業

人員 3,657 萬人。

在區域海洋經濟發展方面，2017 年環渤海地區海洋生產總值 24,638

億元，占全大陸海洋生產總值的比重為 31.7%，比上年回落了 0.8 個百分

點；長江三角洲地區海洋生產總值 22,952 億元，占全大陸海洋生產總值的

比重為 29.6%，比上年回落了 0.1 個百分點；珠江三角洲地區海洋生產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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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18,156 億元，占全大陸洋生產總值的比重為

23.4%，比上年提高了 0.5 個百分點。

據瞭解，為了進一步推動海洋產業向國際

化、高端化、智慧化方向發展，目前大陸深圳市

正在積極推動設立 500 億元規模的深圳市海洋產

業發展基金，打造海洋高端智慧裝備和前海海洋

現代服務業兩大千億級產業集群。作為海洋生產

總值已連續 21 年領先全大陸的海洋經濟大省，

廣東省在海洋經濟發展定下的目標是，到 2020

年，將圍繞海洋經濟培育超 100 億元規模企業達

20 家，超 500 億元產業集群達 10 個，海洋戰略

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速 15% 以上。

「三農發展大會」2月25日在北京召開

據中國證券報 2 月 26 日報導，「2018 三農

發展大會」25 日在北京召開。中央農村工作領

導小組辦公室主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

主任韓俊對中央「一號文件」進行解讀。

韓俊指出，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要堅持農

業、農村優先發展，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和 2018

年「一號文件」把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具體化

為四個優先。重點圍繞六個方面展開工作：實施

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強化規劃的引領作用；要有黨

內法規的保障，2018 年「一號文件」提出要研

究制定中共農村工作條例；要實施「三重」，即

實施一系列重要的戰略、重大的行動和重大的工

程；必須有全方位的制度性供給來做保障，其中

最受關注的是深化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要解決

錢從哪裡來，建立健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財政

投入保障制度，財政更大力度向三農傾斜，規範

地方政府的舉債融資行為，建立適合農業農村特

點的農村金融體系，拓寬資金籌措的管道，包括

鼓勵社會資本參與鄉村振興、建立高標準農田建

設等新增耕地指標和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指標跨

省域調整機制；要堅持和完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

導，真正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的位置。

韓俊指出，「一號文件」涉及的重大行動方

面大致有十四、五項，包括打好脫貧攻堅戰三年

行動計畫、實施農村環境治理整治三年行動、產

業強村興縣行動、農業綠色發展行動、國家農業

節水行動、特色優勢農產品出口提升行動等。

重大工程方面約有三十項，包括大規模推進

�����2017 年大陸海洋生產總值
7 兆 7,611 億人民幣，佔
GDP的 9.4%。圖為浙江舟
山海面上的貽貝養殖場。

圖／東方 IC

23

大陸經貿消息

  April 2018, No. 316



土地整治和高標準農田的建設、發展高端農機裝

備製作、發展智慧農民水利、建設現代化的海洋

牧場、建設現代化農產品冷鏈倉儲物流、深入開

展電子商務進農村的綜合示範等。

陸銀保監會合併　郭樹清接主席

據旺報 3 月 22 日報導，大陸銀監會與保監

會 21 日合併，組建「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

員會」（下稱銀保監會），由原銀監會主席郭樹

清，擔任首屆銀保監會黨委書記和主席。

報導指出，銀保監會將成立五個工作組，研

究兩會的機構調整和「三定」（定職能、定機構、

定編制）方案。另銀保監會副主席按資歷排名，

原銀監會第一副主席王兆星，出任銀保監排名第

一的副主席；原保監會副主席陳文輝，出任銀保

監排名第 2 的副主席。

現年 62 歲的郭樹清，曾在央行、證監會、

銀監會都擔任過重要角色，對內部管理很嚴，對

治理比較亂的保險行業而言，勢將迎來一個嚴監

管的時點。

最新獨角獸企業榜單： 

「北上杭深」聚集逾八成

據北京日報 3 月 24 日報導，科技部火炬中

心、長城戰略諮詢 23 日聯合發布「2017 年中國

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及中關村獨角獸企業發展報

告」，新出爐的獨角獸榜單中，全大陸共有 164

家企業上榜，北京以 70 家遙遙領先。科技部火

炬中心主任張志宏提出，獨角獸企業是新經濟的

典型代表，是衡量城市區域創新能力的指標。

報告顯示，2017 年，中國大陸獨角獸企業

分佈於 19 座城市，其中「北上杭深」盛產創新

創業型企業，成為獨角獸的主要聚集地，這 4 個

城市的獨角獸企業數量分別達到 70 家、36 家、

17 家、14 家，分別較去年增長 5 家、10 家、5

家、2 家，共聚集獨角獸企業數量超過 84%。在

技術、創新驅動的背景下，高新區成為獨角獸最

為高產的地方，其中以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

區為首。2017 年，中關村獨角獸企業共 70 家，

比 2015 年與 2016 年分別增加了 30 家和 5 家，

新進獨角獸企業 22 家。

在獨角獸企業中，估值超過

100 億美元的被人們稱為「超級

獨角獸」。去年，中關村共有 5

家超級獨角獸企業，分別為滴滴

出行（560 億美元）、小米（460

億美元）、美團點評（300 億美

元）、今日頭條（200 億美元）

和借貸寶（107.7 億美元）。它

們的估值占中關村獨角獸總估值

的 58.9%，數量上佔據全大陸的

一半。從領域來看，電子商務、

互聯網金融、文化娛樂、交通出

行和互聯網教育成為中關村獨角

獸集中爆發區域，占比達六成。　　

中國大陸獨角獸企業 TOP10���������������

排名 企業名稱 估值（億美元） 行業 成立時間 所在地

1 螞蟻金服 750 互聯網金融 2014 杭州

2 滴滴出行 560 交通出行 2012 北京

3 小米 460 智慧硬體 2010 北京

4 阿里雲 390 雲服務 2009 杭州

5 美團點評 300 電子商務 2010 北京

6 寧德時代 200 新能源汽車 2011 寧德

6 今日頭條 200 新媒體 2012 北京

6 菜鳥網絡 200 物流 2013 深圳

9 陸金所 185 互聯網金融 2011 上海

10 借貸寶 107 互聯網金融 2014 北京

  * 資料 來源：「2017中國獨角獸企業發展報告」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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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趨嚴　已有48家公司撤回IPO申請

據經濟日報 3 月 23 日報導，今年以來，共

有 48 家公司撤回了 IPO 申請，IPO 新增報會企

業明顯減少。2016 年平均每月下發 34 家 IPO 批

文，今年前 3 個月下發的 IPO 批文僅為 27 家。

截至 3 月 22 日，A 股市場已連續數周無新增報

會企業。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富士康工業互聯網

股份有限公司進入 IPO 申報的快速通道。

IPO 成功過會企業數量回落，有審核趨嚴的

因素。廣證恒生證券公司整理了 18 家 IPO 上會

新三板企業被問詢的問題，主要分為規範運營、

盈利能力、財務報表、關聯交易、資訊披露、募

投專案合理性以及三類股東問題等7大類。其中，

規範運營包括內部控制、操作規範兩方面，盈利

能力包括財務資料（毛利率、淨利潤等）的合理

性及盈利能力的持續性和穩定性，財務報表方面

的問題包括財務報表規範、會計核算的合理性。

券商內部人士表示，部分撤回 IPO 申請企業

主要存在的問題有：近 3 年淨利潤合計不達標，

且最後一年不足 5,000 萬元人民幣，這類企業占

比最多；淨利潤滿足要求，但業績出現下滑；新

三板轉板的企業股東結構中出現了券商集合資管

計畫、信託計畫等。

業內人士認為，部分 IPO 排隊公司撤回申請

與審核趨嚴有關，但按照現行規則，業績好、體

量大的獨角獸企業有望走 IPO 快速通道，這並不

意味著 IPO 審核標準的改變。

創投基金股東減持股份可享受差異化政策

據證監會 3 月 2 日報導，證監會近日發布

《上市公司創業投資基金股東減持股份的特別規

定》，上海、深圳證券交易所發布實施細則，明

確對專注於長期投資和價值投資的創業投資基金

減持其持有的上市公司首次公開發行前股份，給

予差異化政策支持。

證監會新聞發言人高莉表示，此項政策是落

實《國務院關於促進創業投資持續健康發展的若

干意見》的重要舉措，有利於調動創業投資基金

進行長期投資和價值投資的積極性，有利於便利

投資退出和形成再投資良性迴圈，有利於更好促

進早期中小企業和高新技術企業資本形成。

高莉表示，《特別規定》是對符合一定條件

的創業投資基金減持特定企業股份時作出的特殊

安排，主要體現在維持現有減持比例不變的前提

下（集中競價不超過1%，大宗交易不超過2%），

減持節奏快慢與創業投資基金在公司上市前投資

期限長短反向掛鉤。創業投資基金股份減持方面

的其他要求，如資訊披露、違法責任等方面，仍

需適用《減持規定》及其他有關規定。

多部門整合19項涉企證照

據香港商報 3 月 7 日報導，大陸工商總局、

國家發改委等13部門日前就推進全大陸統一「多

證合一」改革達成一致意見。《意見》指出，19

項涉企證照事項進一步整合到營業執照上，首批

實行「二十四證合一」。

各相關部門協商確定，在「五證合一」基礎

上，將 19 項涉企（包括企業、個體工商戶、農

民專業合作社，下稱企業）證照事項進一步整合

到營業執照上，首批實行「二十四證合一」。

對全大陸統一「多證合一」改革涉企證照事

項目錄實行動態更新管理，對目錄以外符合整合

要求的證照事項，分期分批納入「多證合一」範

疇，做到成熟一批、整合一批。

《意見》指出，「多證合一」改革工作採

取工商部門負責登記、備案等信息採集推送、相

關職能部門直接接收或認領導入相互關聯的業務

流程模式。在「五證合一」登記制度改革工作機

制及技術方案的基礎上，繼續全面實行「一套材

料、一表登記、一窗受理」的工作模式。申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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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企業註冊登記時自行填寫「一張表格」，向

「一個窗口」提交「一套材料」，登記部門直接

核發加載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的營業執照。

新版企業所得稅申報表啟用

據人民日報 2 月 28 日報導，稅務總局所得

稅司副司長劉寶柱介紹 2017 年版年度納稅申報

表今年開始啟用，修訂後的表單數量壓縮 10%，

並且必填表只有 2 張，其他均為選填表。

對於企業財務人員而言，每年 5 月底前都

有一項重要工作需要完成，就是企業所得稅的匯

算清繳，即依照稅收相關法律和規定，向主管稅

務機關辦理企業所得稅年度納稅申報、結清上個

年度的企業所得稅稅款。其中，填報企業所得稅

年度納稅申報表是重要環節，既是納稅人計算應

納稅額、享受所得稅優惠的重要載體，又是稅務

機關瞭解納稅人情況、開展後續管理的有效依

託。

新版納稅申報表根據最新政策對表單或者欄

次進行調整，確保了納稅人可以全面及時享受相

關優惠政策，填報過程也更為便捷，在申報表設

計時更多考慮了資訊化實現的要求，為各類納稅

申報軟體進一步優化自動計算、智慧填報功能提

供了便利條件。

北京再推新政吸引國際人才

據香港商報 2 月 28 日報導，大陸首個國家

人才管理改革試驗區—北京中關村 27 日公佈 20

條針對外籍人才在華工作、居留和生活等全方位

便利、開放新政策，除繼續放寬出入境和永久居

留許可適用範圍，外籍人才還可領銜承擔國家級

科技示範項目、擔任新型科研機構法定代表人、

參與政府獎項評選等，大幅擴大外籍人才在科研

領域的發揮空間。

北京中關村管委會主任翟立新表示，新政策

實施後，外籍人才將享受便利的出入境、開放的

國際人才引進使用、支持興業發展、加強服務保

障等 20 項政策紅利。如中國大陸籍的外籍配偶

及子女可通過直通車程式申請永久居留、允許換

發多次入境訪問簽證、為探親簽發五年簽證等，

實現了對高層次人才和家屬全覆蓋。

「在外籍人才擔任法人、承擔科技項目以及

提名政府獎項資格方面實現了突破。」翟立新指

出，新政擴大了外籍人才在科研領域發揮作用的

空間，如新政允許取得永久居留資格的外籍人才

在中關村示範區內擔任新型科研機構的法定代表

人、允許取得永久居留資格的外籍科學家領銜承

擔中關村示範區內國家科技示範項目。

第四套人民幣部分券別將停止流通

據北京日報 3 月 24 日報導，大陸央行發布

公告，自 2018 年 5 月 1 日起停止第四套人民幣

100 元、50 元、10 元、5 元、2 元、1 元、2 角

紙幣和 1 角硬幣（第四套人民幣部分券別）在市

場上流通。

目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是第五套人民幣。

第四套人民幣從 1987 年 4 月 27 日開始發行，

至 1997 年 4 月 1 日止，共發行 9 種面額，14

種票券，已經有 30 年的歷史。以第四套人民幣

100 元紙幣為例，其主色調為藍黑，正面圖案為

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和朱德的浮雕像，背面

圖案為井岡山主峰。

央行表示，第四套人民幣部分券別的集中兌

換期為 2018 年 5 月 1 日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

在此期間，其持有者可到各銀行業金融機構營業

網點辦理兌換。集中兌換期結束後，第四套人民

幣部分券別持有者可到中國人民銀行分支機構選

定的銀行業金融機構辦理兌換。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