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中国新闻 2018年6月8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冯春山 主编：王红卫 美编：杨薇B02 综合

从“卖全球”到“买全球”

解读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三个不一般
将于11月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为了更好满足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需求，也是

我国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动。这个博览会，有诸多“不一般”。

今年以来，从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到即将举行的上合组
织青岛峰会，再到进口博览会，“改
革开放”“扩大内需”始终是其中的
关键词。性价比高、设计美观的“中
国制造”，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一步
一个脚印，靠自己的实力在全球“圈
粉”。现在，伴随着这个全球最大的

消费市场进入消费升级的快车道，
践行着扩大开放承诺的中国对世界
的吸引力正在从“中国制造卖全球”
走向“中国市场买全球”。

刚刚迎来进口汽车降关税、放
开外资股比限制等政策利好，汽车

行业参与进口博览会的意愿积极，
来自美国、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
等国的数十家境外车企报名参加博
览会。

特斯拉公司本周宣布将在上海开
设美国之外首个工厂，公司中国区总

经理朱晓彤说，中国是世界新能源汽
车发展的重要市场，也是企业在美国
之外的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企业将带
Model S、Model X、Model 3前来
此次的进口博览会。

“博览会已基本完成企业展招展

任务，筹备工作从‘以招展为主’向
‘办展为主’转变，各项工作正全力推
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方面介绍，
截至目前，已签约的世界500强和龙
头企业超过160家，累计有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签约，参展企业规
模大、影响大、水平高，展位可谓“一
位难求”。

实现美好生活需要“不一般”

肿瘤放射治疗设备、会与人协作
的工业机器人、智能可穿戴产品、“万
物互联”的智能工厂解决方案、“无人
仓库”……作为全球首个以进口为主
题的博览会，进口博览会吸引了不少
全球领先科技进行亚洲首发甚至是全
球首发，助力高质量经济发展。

来自荷兰的飞利浦照明大中华区
总裁及全球高级副总裁王昀说，企业
将带来刚刚面世的可见光通讯技术

（lifi），通过该技术，无所不在的LED
灯将变成WIFI一样的通讯节点，其
通讯速度非常快，信号对仪器设备无
干扰。这一技术目前在国外已经小范
围开始应用，未来在医院、金融等对安
全要求高、wifi不便覆盖的场所将有
很好的应用前景。

作为一家全球核电领军企业，将

与中核、中广核等中方合作伙伴共同
参与进口博览会的法国法马通公司中
国区总裁方玮介绍，核能合作是中法
两国间科技、工业与经贸合作的典范，
也是中法传统友谊的亮点。“过去30多
年里，公司与中方的合作从大亚湾、岭
澳一直到台山，还参与了英国欣克利
角C核电项目。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

见证者和参与者，法马通对中国扩大
开放的决心和意义深表赞赏，愿藉进
口博览会这一良机，共同发展更广阔
的市场，为人类带来更清洁的能源。”

进口博览会不仅将为中国经济发
展注入新的动能，也将为全球更多发
展中国家带来新机遇。

“博览会将为发展开放型经济、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新型的国际公共产
品，如何让最不发达国家参与到进口博
览会中、分享中国的成长，是此次博览会
的工作重点之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
副局长、国家会展中心董事长孙成海介
绍，截至目前，已有20多个最不发达国
家的上百家企业报名参展，将展示服装
及日用消费品、食品及农产品、保健品等
最富本国特色的优质产品，以及当地丰
富的旅游资源和人文特色。

助推高质量经济发展需求“不一般”

“不一般”的展会，保障也不一
般。这场预计吸引超过 15 万境内
外采购商和全球企业前来“掘金”的
展会，城市筹备保障工作正在让上
海的万千城市建设者和守护者“动
起来”。

一手抓硬件改造，一手抓软件
升级。记者了解到，距离进口博览

会 150 天，上海筹备保障工作已经
逐步驶入“快车道”：国家会展中心
场馆改造、周边配套道路建设等重
大项目建设全面启动，展品人员通
关优化提升开启，志愿者招募和培
训上岗工作、窗口服务评比和建设

等“软件服务”步入正轨。在确保合
规的前提下，上海优化前期审批，强
化建设管理，加强现场服务，力争各
项任务9月底前完成。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臻介绍，
上海将充分发挥“智慧公安”总引擎作

用，按照“守住边、稳住面、保住点”的
总体思路，逐项落实安保工作措施，创
建重大活动安保和特大型城市公共安
全的“上海模式”。

上海市商务委主任尚玉英介绍，
上海下一步做好实战演练、“溢出效

应”承接和区域协同推进。坚持需求
导向、问题导向，开展外事、安保、大
客流等实战演练，逐层逐项细化内外
嘉宾接待、展客商服务、志愿者组织、
窗口服务等方案，提供一流城市保障
服务。

（新华社上海6月7日电 记者
周蕊）

筹备保障工作“不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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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企业境内上市政策落地，谁有资格成为试点？
备受市场关注的创新企业境内发行上市政策落地。证监会6日发布一系列相关试

点工作配套规则，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创新型企业可以开始申请试点境内发行上市。
哪些企业有资格成为试点？创新企业估值怎么定？如何防范过度炒作？……记者

就市场关注的这些问题进行了采访。

证监会6日发布《存托凭证发行
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一系列试
点工作配套规则，创新企业通过IPO
和存托凭证（CDR）“登陆”A股的政
策进一步明确。

业内人士介绍，存托凭证是指存托
人签发，以境外证券为基础在中国境内
发行，代表境外基础证券权益的证券。

“本次试点设定了较高的门槛，面
向符合国家战略、掌握核心技术、市场
认可度高的创新企业。”证监会相关部

门负责人说，总体上看，试点门槛高于
市场所谓“独角兽”企业的标准。

七大新经济领域成为试点重点
行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
智能、软件和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
造、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这七大领域中达到相当
规模的创新企业有望入选试点企业。

对于已在境外上市的大型红筹
企业，市值不得低于2000亿元人民
币；尚未在境外上市的红筹企业和境

内企业，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得低于
30亿元人民币且估值不低于200亿
元人民币，或收入快速增长，拥有自
主研发、国际领先的技术，同行业竞
争中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上海证券交易所表示，将加强加
快 优 质 上 市 资 源 培 育 ，突 出 对

“BATJ”（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京
东）类、“独角兽”企业的上市服务。
深圳证券交易所则明确表示，要为

“独角兽”开辟“绿色通道”。

据介绍，证监会将成立科技创
新咨询委员会，对申请企业是否纳
入试点范围作出初步判断。

咨询委定位为证监会的政策咨
询机构，负责向证监会等部门提供
专业咨询和政策建议，不仅对申请
创新试点企业的技术状况、模式特
征、发展前景等相关情况提供专业
咨询，也对 IPO、再融资、并购重组

审核等相关问题提供咨询意见。
相关试点企业经过咨询委初审

后，证监会再召开发审会，对企业是
否符合法定发行上市条件进行审核。

创新企业将如何估值备受市场
关注。市场人士分析，试点的创新
企业在发展阶段、行业、技术、产品、
模式上具有独特性，有的没有可比
公司，有的尚未盈利，传统市盈率等

估值方法不完全适用。
对于这些情况，证监会相关部

门负责人表示，新的成熟估值模式
尚未建立或未经有效检验，估值和
定价难度较大，所以需要通过充分
的市场询价来发现价格。在询价
过程中，将充分发挥专业机构投资
者的积极作用，增强他们在定价构
成中的影响力。

对于市场关注的二级市场流动
性问题，业内专家指出，二级市场流
动性是动态变化的，与多种因素相
关。试点创新企业上市本质上是
IPO。在近年A股 IPO常态化的背
景下，一二级市场已经形成了相对成

熟、有效的流动性调解机制，这为试
点企业发行上市创造了良好条件。

市场对于创新企业的热情由来
已久。证监会表示将依法严把入口
关，宁缺毋滥，稳妥推进创新企业发
行股票和CDR试点工作。

对于可能出现的过度炒作，证
监会表示将继续强化交易所一线监
管，加强投资教育和风险提示力度，
引导投资者理性参与交易。对炒作
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证监会和
交易所将坚决打击，毫不手软。

目前发布的规则并没有对投资
者门槛作出规定，仅从投资者保护
角度对投资者适当性作出要求。据
了解，交易所将在后续业务规则中
明确CDR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
关事项。

“需要强调的是，证监会不对企
业质量、投资价值、投资者收益等作
出判断。”这位负责人提醒，投资者应
充分评估试点企业的各项风险，审慎

作出投资决策，自主判断试点企业的
投资价值，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为确保境内外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得到公平保护，证监会明确：投资者
受到违法侵害同等赔偿、试点企业实
现盈利前高管不得减持上市前持有的
股票、确保CDR持有人实际享有的权
益与境外基础股票持有人相当。

（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记者
刘慧 潘清）

要为“独角兽”开辟“绿色通道”

传统市盈率等估值方法不完全适用

对二级市场流动性有何影响？C

投资者权益咋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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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风“艾云尼”
第三次登陆我国

据新华社广州6月7日电（记者田建川）台
风“艾云尼”于7日20时30分登陆广东阳江海陵
岛，这是它在两天内的第三次登陆。6日6时25
分和14时50分，“艾云尼”已先后登陆广东湛江
和海南海口。

受“艾云尼”影响，海南北部、广东中西部、广
西东部以及湖南东南部、江西西南部等地有大到
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

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首席
预报员许映龙说，“艾云尼”移速缓慢，但“后劲”
不可小觑，具有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阵
风风力大等特点。

据监测，6日8时到7日8时，广东全省平均
雨量51.1毫米，有34个站录得超过250毫米的特
大暴雨，有630个站录得100毫米至250毫米的
大暴雨。

统计显示，1949年至2017年共有24个台风
在我国登陆三次以上，其中有两个登陆我国四
次，分别出现在1990年和2014年。

中国气象局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副首
席预报员钱奇峰说，每年登陆我国的首个台风一
般在7月初，今年台风登陆较往年有所提前。适
逢高考，广东、海南、广西等华南沿海地区的考生
和家长宜关注最新天气预报，合理安排行程，以
免降雨、内涝等影响赴考。

105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
被天津警方从印尼押解回国

新华社天津6月7日电（记者李鲲）6日23
时40分许，两架中国民航包机先后平稳降落在天
津滨海国际机场，105名涉嫌冒充公检法机关实
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被天津市公安机关
从印度尼西亚成功押解回国。

2018年5月，在公安部统一组织指挥下，天
津市公安机关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组赴印度尼
西亚，与当地警方展开执法合作，并一举捣毁位于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3个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窝
点，成功抓获中国籍犯罪嫌疑人105名，查获电
脑、语音网关、手机、电话机、银行卡、诈骗剧本等
大量作案工具和涉案物品。

近日，在我国驻印度尼西亚使领馆的大力支
持下，印度尼西亚有关部门将105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移交我国处理，经公安部指定，由天津市公安
机关负责实施押解并办理相关案件。

经初步核实，此次押解的105名电信网络诈
骗犯罪嫌疑人涉及天津、湖北、湖南、山西等多个
省区市200余起案件，涉案金额达1000多万元人
民币，且上述人员中有10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有关
省区市公安机关上网追逃。

6月6日，农民驾驶收割机在山东省临沂市
平邑县地方镇麦田里收割小麦。

截至6日，全国夏粮收获已近五成。据农
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情况和实地调查分析，今年
夏粮仍是一个丰收年，为保障口粮绝对安全奠
定了基础。 新华社发

全国夏粮收获已近五成

今年全国夏粮有望再获丰收

6月4日，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盘
石镇农民在田间劳作。

芒种前后，各地农民抢抓农时，田间地头到
处一派忙碌景象。 新华社发（龙元彬 摄）

芒种前后农事忙

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王永生接受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新华社兰州6月7日电（记者王博）记者7日
晚从甘肃省纪委监委获悉，读者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原董事长王永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
受甘肃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王永生曾任甘肃省广播电视有线网络公司总
经理、董事长等职务，2016年4月至2018年6月
在读者出版集团任职。

“移动支付风险正逐渐成为主要
的支付风险类型。”日前，中国支付清
算协会副秘书长马国光在移动支付
安全与创新研讨会上提出了行业挑
战。当下，移动支付亟待在便民与安
全之间找到平衡点。专家认为，加强
大数据建设可更高效地帮助消费者
在支付时证明“你是你”。

移动支付连续多年保持高速增
长，为百姓生活提供了便捷高效的
服务。

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一季
度，银行业金融机构共处理移动支付
业务109.63亿笔，金额70.82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7.84%和16.76%；非

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
1101.91亿笔，金额51.13万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34%和93.15%。

“移动支付在改进体验、便利百
姓的同时，其风险也随之发生变化，
呈现出隐蔽性、复杂性、交叉性等新
趋势。尤其是移动手机端的账户盗
用和欺诈屡有发生，给用户资金造成
一定损失。”马国光表示，移动支付需
要安全升级，跟得上效率的提升。

中国银联年初发布的移动支付
安全调查报告显示，八成以上的受访
者通常使用二维码扫码支付，近五成
人群即使在二维码来源不明的情况
下，仍会因为优惠信息扫码。“一些消

费者扫了‘李鬼’二维码被钻了空子，
有的扫了来路不明的二维码被嵌入
木马病毒，还有人贪图扫码注册账户
的赠品而导致个人信息被盗。”中国银
联云闪付事业部助理总经理张凉说。

去年底，人民银行发布了《条码支
付业务规范（试行）》，同时配套印发安
全技术和受理终端技术两个规范。其
中，对使用静态条码和动态条码的单
日累计交易金额做了不同要求。

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支付工具
管理处副处长翁泉表示，移动支付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前提是安全、便
民和创新，其中安全是支付业务的首
要目标。人民群众用得不放心，便民

惠民就无从谈起。“监管机构对待创新
要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市场机构在创
新中也要负起责任，筑牢安全防线。”

目前，包括商业银行、银联、支付机
构在内的多个市场主体都在积极推进
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在保护好客户钱袋
子的要求面前，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已成
为市场机构颇为重视的风控方案。

“大数据能让我们更了解客户，
证明消费的就是你。”招商银行零售
网络银行部总经理助理刘衍波介绍，
通过大数据分析，支付机构可以掌握
消费者支付的时间和地点、登录的移
动设备和时长、浏览的习惯和喜好，
更高效地判断“你就是你”。

专家表示，除了设备核身、知识核
身，越来越多的支付机构在积极探索
生物核身，基于指纹、人脸、虹膜等多
种生物识别技术验证“你就是你”，通
过交叉验证提升身份验证的精准性。

不过，在当前阶段，许多大数据
风控系统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数
据的真实性不高、有效性有待市场验
证、数据收集和使用面临合法性等。

翁泉表示，新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消
减旧的风险，但也将带来新的风险。安
全关系到百姓的钱袋子，不能有任何懈
怠，市场机构要不断提升风险防控水平
和能力，始终将安全放在首位。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移动支付便民勿忘安全 大数据帮忙证明你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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