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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第四次工业革命将给我们带来什么？ 筲中国的创新能力到底怎么样？ 筲中国创新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差距？ 筲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到底应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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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创新应该做什么？

■ 本报记者 林荫

美国的焦点在纽约，而时代广场则是纽

约的中心———尽管面积仅占纽约市的 0.1%，

数据显示时代广场创造了整个纽约 11%的

GDP 和 10%的工作岗位，并作为纽约的地标

赢得了“世界的十字路口”的美誉。其中纳斯

达克半圆柱形巨幅屏更是备受瞩目的地标，

被称为“世界第一屏”，历来都是世界顶级公

司的秀场。

记者漫步时代广场，仿佛走进了一个由

五光十色的广告镶拼而成的万花筒。全球众

多高端品牌长期在这里传播品牌形象，不仅

是向美国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展示自己

的形象和产品，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巨大的

户外广告曝光量。在这其中，记者发现了不少

中国企业的身影，亲切熟悉的方块汉字在英

语单词的海洋里显得格外突出。近些年来，中

国的优秀企业开始受邀登上纳斯达克巨幅

屏，从 2011 年的中国国家形象片，到百度、华

为、蚂蚁金服等，都把中国优秀品牌的声音传

递给世界。

中国鞋时代广场展风采
北京时间 5 月 10 日，“2018 中国品牌走

进联合国”论坛在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高

级官员、媒体代表、中国企业家共同出席了此

次活动。琪尔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玉琪

先生作为鞋服行业的优秀代表，获邀参加此

次活动。琪尔特旗下自主品牌总统慢跑鞋也

首次亮相联合国，在世界中心展示品牌魅力。

在“中国品牌日”当天举办的“2018 中国

品牌走进联合国”论坛受到了国内外媒体的

广泛关注。论坛围绕“中国品牌在新时代全球

背景下如何进行创新”及“中国品牌的机遇与

挑战”等主题，共同探讨了中国品牌发展的历

史与愿景。旨在通过国际权威平台，发出中国

品牌声音，传递中国品牌文化内涵与商业价

值，为更多中国品牌走向国际奠定基础。

林玉琪先生作为中国优秀企业家代表在

论坛上发表了致辞，从琪尔特的发展理念出

发，分享了中国品牌文化和中国设计创新，及

全球化市场下中国品牌的发展之路。与此同

时，琪尔特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品牌总统慢跑鞋

广告以滚动方式在时代广场大屏上播出，让来

自不同国度的消费者一堵中国品牌鞋的风采。

此次，总统慢跑鞋作为国内自主品牌的

优秀代表亮相联合国及时代广场，不仅提升

了国际化品牌形象，彰显了品牌的价值与实

力，同时也增强了品牌在行业内的认可度。

美菱电器代言中国制造
调查显示：89%的受访者认为，只有最好

的品牌才能在时代广场发布品牌形象；81%

的受访者倾向于购买在时代广场发布品牌形

象的产品和服务。长虹美菱此举，无疑是站在

了世界品牌市场的前端，与国际品牌比肩，向

世界展示中国品牌形象。

5 月初，长虹美菱携手苏宁推出的超级

品牌日活动，强势登陆“世界的十字路口”纽

约时代广场，为中国制造打 CALL。
家电业作为制造业中的大头，其发展一

直备受瞩目。伴随品质消费风口的到来，缺乏

过硬技术的企业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只有真

正具备创新实力的品牌企业才能经得住时代

发展的考验。而美菱作为见证了家电制造发

展变迁的品牌企业，在历史的变革中始终占

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源于其对市场的把控

和布局，更是基于 36 年技术积淀的支撑。

业内专家指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中国买遍全球、卖遍全球在当前的技术环境

下已经实现，要让更多优秀的中国品牌通过

不断创新跨出国门，走上世界的舞台，发出中

国的声音，而这个过程龙头企业树立典范作

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近年来，美菱围绕制造和“智造”可谓是

动作频频，也是硕果累累。2017 年度美菱“智

慧冰箱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成功入围了

国家工信部智能制造试点示范项目。2018
年，美菱还将通过制造系统的装备智能改造，

供应链环节的效率提升，力求实现机器和人

的转型升级一步到位。而 M 鲜生产品的推

出，无疑是美菱深耕智能制造的一大力作，开

启了冰箱行业除温度和湿度外的第三次保鲜

革命，引发了众多品牌的纷纷效仿，掀起了一

轮又一轮的品质家电消费热潮。

现在的美菱，已经从一个单一的冰箱制

造企业，发展成为横跨冰洗空、小家电、生物

医疗和生鲜电商等多产业线的综合品牌。可

以预见的是，随着美菱新品 M 鲜生冰箱的上

市，未来美菱智能产品必将走进更多家庭，创

造更多美好。在即将到来的 2018世界制造业

大会上，美菱也必将以自己突出的表现，彰显

中国制造的风采。 咱下转 P2暂

“独角兽基金”
带给A股市场三大悬念
■ 皮海洲

“对独角兽企业与相关的基金公司来说，

‘独角兽基金’来了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对于

投资者甚至整个 A 股市场来说，‘独角兽基

金’的到来也带来了不少悬念。”

6 月 6 日，由易方达基金、嘉实基金、招商

基金、南方基金、汇添富基金和华夏基金申报

的 6 只战略配售基金———3 年封闭运作战略配

售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悉数获得证监会的批

文。这 6 只基金从 5 月 29 日申报到 6 月 6 日

获批，前后只用了 9 天时间。由于 6 只基金涉

及到 A 股市场的投资以参与独角兽 CDR 与

IPO 发行的战略配售为主，因此，这 6 只基金

被称为是 A 股市场的“独角兽基金”。

“独角兽基金”来了，这对于独角兽企业

的 A 股上市与独角兽企业回归 A 股市场都

是一种大力的支持。从 6 只基金的批文下发

后，证监会又紧接着下发了《存托凭证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试行）》等系列 CDR 制度文

件来看，证监会火速推出“独角兽基金”不乏

有让“独角兽基金”为独角兽企业回归 A 股

市场及 A 股上市保驾护航之意。而作为相关

的基金公司来说，正好可以以“独角兽”为噱

头，进一步抢占地盘，从而发展壮大自己。

对独角兽企业与相关的基金公司来说，

“独角兽基金”来了是一个好消息。不过，对于

投资者甚至整个 A 股市场来说，“独角兽基

金”的到来也带来了不少悬念。

悬念之一院战略配售会不会成为一种野常
态化冶遥这是因为 6 只“独角兽基金”都是战略

配售基金。证监会在 CDR 规则正式推出前

火速批准 6 只“独角兽基金”发行，显然是希

望“独角兽基金”能够充当“护花使者”的角

色。而要使 6 只“独角兽基金”有用武之地，只

能是独角兽企业在发行 CDR 时或 IPO 时采

取战略配售的发行方式。否则证监会火速推

出“独角兽基金”的意义也就要大打折扣了。

而从制度的准备来看，战略配售“常态化”

是没有障碍的。最近证监会在对《证券发行承

销与管理办法》进行修改时，将 CDR 的发行

纳入了战略配售的范畴，规定“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在 4 亿股以上的，或者在境内发行存

托凭证的，可以向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

但即便战略配售在制度上没有障碍，在

IPO 实践中仍然是很少采取的发股方式。在富

士康 IPO 之前，采取战略配售的公司被认为是

新股发行存在困难的公司，或不受市场欢迎的

公司。因为战略配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广大

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认购新股的机会，在

A 股市场“新股不败”的情况下，损害到中小投

资者的利益。所以，在对待战略配售的问题上，

管理层一直都是比较谨慎的。如今，管理层推

出专门从事战略配售的“独角兽基金”，这是否

意味着管理层要将战略配售“常态化”呢？

悬念之二院野独角兽基金冶 如何获得战略

配售资格钥 从目前 A 股市场的现状来看，参

与战略配售，基本上是稳赚不赔的生意。因

此，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希望参与战略配售。如

此一来，从发行人来说，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

非常挑剔，如富士康配售主要考虑资质优异

且长期战略合作的投资者，在最终确定的 20

家战略投资者中，没有一家是公募基金。因

此，在僧多粥少的背景下，又如何能保证“独

角兽基金”成为战略投资者呢？如果依靠政策

倾斜的话，这对其他投资者显然是不公平的。

悬念之三院IPO政策是否会鼓励多发大盘

股钥根据新的政策规定，发行 CDR 的公司是可

以进行战略配售的，但毕竟符合 CDR 发行条

件的企业屈指可数。而对于股票发行，只有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 4 亿股以上的公司才可以

进行战略配售。如此一来，IPO 政策是否要鼓励

首发规模在 4 亿股以上的独角兽公司发股上市

呢？实际上，在前期发行的独角兽公司中，药明

康德与宁德时代的首发规模都在 4 亿股以下。

如果独角兽公司 IPO 都如这两家公司一样，

“独角兽基金”就只能去喝西北风了。

■ 新华社记者 安蓓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能源局近

日发布关于 圆园员愿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

知。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 员员 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通知的出台是光伏产业进入高

质量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对实现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有利缓解光伏产业
补贴缺口、弃光限电

“当前解决光伏产业所面临困难付出的

代价，比今后出现泡沫后再行调整所付出的

代价要小得多，也有意义得多。”国家能源局

有关负责人说。

他说，通知的出台，既是落实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

是缓解光伏产业当前面临的补贴缺口和弃光

限电等突出矛盾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推动光

伏产业从规模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主要

有四方面意义。

一是有利于缓解财政补贴压力遥 财政补

贴缺口持续扩大是当前制约光伏发展的突出

问题。截至目前，累计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缺

口已超过 员圆园园 亿元，直接影响产业健康有序

发展。“如果这种超常增长继续下去，财政补

贴缺口持续扩大，将对行业发展带来更加不

利的影响。”他表示，适当调低需要补贴的新

增建设规模，将避免形成系统性风险，长远看

有利于产业发展。

二是有利于解决消纳问题遥 去年通过多

方努力，弃光率下降至 远豫，但个别地方仍十

分严重。今年一季度，弃光率达 源豫，虽有好

转，但仍不稳固。而且随着分布式光伏装机快

速增加，给东部一些地区配网安全运行带来

新问题。通过调整发展节奏，有助解决光伏消

纳问题，减少弃光。

三是有利于激发企业内生动力遥 随着光

伏发电补贴强度下降，将倒逼企业从依靠国家

政策向更多依靠市场转变，通过降本增效提高

发展质量，实现光伏行业优胜劣汰，遏制非理

性扩张，进一步巩固光伏产业在全球的领先地

位，培育一批世界级光伏制造领军企业。

四是有利于促进地方降低非技术成本袁改
善营商环境遥 补贴下调之后，为保证光伏发电

项目经济性，一方面企业通过技术进步降低成

本，另一方面也利于促进地方政府落实支持光

伏产业发展的各项政策，降低非技术成本。

调整并非“一刀切”

“此次调整并非‘一刀切’，而是对光伏发

电新增建设规模进行优化，采取分类调控。”

该负责人强调，对需要国家补贴的普通电站

和分布式电站建设规模合理控制增量；对领

跑基地项目视调控情况酌情安排；对光伏扶

贫和不需国家补贴项目大力支持，有序发展。

他介绍说，今年第一批 源员愿 万千瓦光伏

扶贫已经下达，第二批 源园园 万千瓦正在准备。

第三批领跑基地项目已选定 远缘园 万千瓦，第

四批将于下半年适时启动。

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下

调普通光伏电站标杆电价和分布式光伏发电

补贴标准，主要考虑有：一是组件价格快速下

降，光伏组件平均价格与去年底相比降幅已

达约 员苑豫；二是与光伏领跑者基地招标上限

价格衔接；三是补贴缺口增长过快。

“去年以来，分布式光伏发电呈高速发展

态势，存在不少风险，需要通过价格杠杆发挥

调控作用。”国家发改委价格司有关负责人

说，已纳入 圆园员苑 年及以前建设规模补贴范围

的项目在今年 远 月 猿园 日前并网投运的，继续

执行 圆园员苑 年标杆电价。此外，国家能源局组

织招标的技术领跑基地建设项目上网电价政

策也保持不变。 咱下转 P2暂

光伏产业调整并非“一刀切”
———主管部门就光伏产业政策调整答记者问

中国企业逐鹿纽约时代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