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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全国第二批 276 个特色小镇出炉 苏浙鲁最多

国务院近日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提出了面向 2030 年我国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的指导思想、
战略目标、
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部署构筑我国人工智能发
展的先发优势，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该规划明确了我国新一代人
工智能发展的战略目标：
到 2020 年，
人工智能总体技术和应用与世界先进水平同步，
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到 2025 年，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实现重大突
破，
部分技术与应用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智能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到 2030 年，
人工
智能理论、
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

7月27日，
住建部网站发布《关于拟公布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名单的公示》，
公
布了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名单。住建部表示，
在各地择优推荐的基础上，
拟将北京
市怀柔区雁栖镇等276个镇认定为第二批全国特色小镇。其中浙江、
江苏、
山东三
省的特色小镇数量最多，
均有15个，
广东、
四川分别入选14个、
13个，
其他大部分省
份入选 9—10 个。继去年 10 月公布了首批 127 个全国特色小镇名单后，
特色小镇
的建设如火如荼，
相关政策也层出不穷。与此同时，
对建设特色小镇的监管也随之
而来。专家表示，
预计今年下半年，
将对第一批特色小镇进行抽查和考核。

金融

国际
◆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在京成立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
强化金融监管

7 月 24 日，亚洲金融合作协会成立
仪式在北京举行。由亚金协理事会发
布的倡议书提出，要超越“信息孤岛”，
搭建区域金融信息共享平台。据悉，
亚金协是一个区域性国际非政府非盈
利性社会组织，致力于为亚洲金融机
构打造一个交流与合作的平台，提高
亚洲区域在世界经济金融中的话语
权。亚金协会员有 107 家，遍布全球五
大洲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涵盖银行、
证
券、保险、基金、资产管理、金融教育及
金融服务等领域。亚金协首任理事长
由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兼任，中国
银协前专职副会长杨再平任秘书长。

7 月 14 日至 15 日，第五次全国金
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围
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
金融改革“三位一体”的金融工作主题
作出了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几点原则：回
归本源；优化结构；强化监管；市场导
向。会议强调金融在实体经济发展中
的辅助作用，突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着重阐述未
来的监管架构和方向，设立国务院金
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监管，切实做
好防控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健康
发展，
实现金融稳定。

◆2017《财富》世界 500 强发布

中国上榜公司连续第十四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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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
◆中国央企 2017 年上半年
收入利润双创新高

7 月 11 日，国务院国资委在北京
召开新闻发布会。国资委总会计师沈
莹在会上公布：2017 年上半年中央企
业收入利润双创新高。6 月当月实现
利润 1596.7 亿元，为单月利润历史最
好水平。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央企业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12.5 万亿元，同比
增长 16.8%，已经连续 5 个月保持两位
数 增 长 ；累 计 实 现 利 润 总 额 7218 亿
元，同比增长 15.8%，净利润 5353.2 亿
元，同比增长 18.6%。102 家中央企业
中，有 99 家企业盈利，48 家企业效益
增幅超过 10%，29 家企业效益增幅超
过了 20%。沈莹表示，由于央企主业
利润不断上升、传统产业与新兴动能
有效结合、企业规模与效益日益匹配、
潜在产能不断释放等因素，央企上半
年生产经营稳中向好，重点行业稳产
稳销。

美国《财富》杂志于北京时间 7 月
20 日晚发布 2017 年世界 500 强企业名
单，中国上榜企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达到 115 家，比上年度增加 5 家，上榜
企业数量继续位居世界第二，与美国
上榜企业数量的差距也进一步缩小。
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十四年增
长。安邦保险集团、阿里巴巴、腾讯等
10 家中国公司首次上榜。在净资产收
益率榜上，中国公司中排位最高的是
华为、美的、腾讯、吉利和万科。其中
美的是去年第一次进入《财富》世界
500 强的中国家电企业，今年依然是该
行业唯一一家上榜公司。

评级
◆惠誉发布公告：给予亚投行 AAA
最高信用评级

据媒体 7 月 20 日报道，国际信用
评级机构惠誉发布公告，给予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AA 的最高
信用评级，评级展望为稳定。这是亚
投行在获得穆迪最高信用评级半个月
后，再获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评级
机构的最高信用评级。自 2016 年 1 月
正式开业以来，亚投行运行良好，成员
数量不断增加，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
欢迎。如今，亚投行已逐步成长为国
际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不仅惠及亚
洲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实现中国与亚
欧国家的互利共赢，而且还将有力地
促进世界政治、
经济格局的良性发展。

收购
◆万达融创富力达成收购协议

7 月 19 日，万达集团、
融创中国、
富力地产创出中国房地产史上最大
规模的交易纪录。三家公司联合发
布公告称，融创中国以 438.44 亿元
对价收购万达旗下 13 个文化旅游项
目公司 91%的权益，富力地产以 199.06 亿元接手万
达旗下 77 家酒店资产包，两项交易总金额达 637.5 亿
元。融创中国称，此次融创中国与万达合作的 13 个
文化旅游项目，区位优势明显，土地价格合理，未来
将依托卖方在文化旅游项目的丰富运营经验、
品牌优势，以及融创中国在销售地产上的优势，
打造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高品质产品。万
达董事长王健林表示，通过这次转让，万
达大幅减少负债，收回巨额现金，万达商
业将继续“轻资产”化，离最终实
现回归 A 股更近一步。

人物
◆孙宏斌当选乐视网董事长 拉开乐视变革大幕

如外界预期一般，7 月 21 日，乐视网正式宣布融创
中国董事局主席孙宏斌当选乐视网董事长。此外，董事
会还审议通过变更法定代表人议案，公司法定代表人变
更为总经理梁军。业内普遍认为，随着以孙宏斌为首的
8 人董事会格局确立，
乐视的变革大幕将正式拉开，
孙宏
斌随后可能即会实施一系列措施，帮助乐视渡过目前困
境，并对贾跃亭制定的所谓“生态化反战略”作出重大调
整。但也有市场分析担忧，孙宏斌未来实施重组“新乐
视”
的过程中，
与贾跃亭的分歧可能会公开化。

◆姚明当选 CBA 公司董事长
CBA 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会议 7 月 20 日在东莞结束，此
前担任副董事长的姚明被董事会任命为 CBA 公司董事长。根据
《公司章程》规定，由作为 CBA 联赛授权方的中国篮协推荐一名
主要领导担任 CBA 公司董事长。经中国篮协提名，公司董事会
表决通过任命姚明为 CBA 公司董事长。和去年刚成立时的
CBA 公司不同，目前中国篮协已不再拥有 CBA 公司 30%的股
份，所有股份为 20 家 CBA 俱乐部平均分享。这
是姚明担任中国篮协主席后 CBA 公司出
现的巨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