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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乡村振兴战略时间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0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5 年来，
我们坚持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实践中形成
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会议
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
展，做好八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
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2017 年 12 月 28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
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
明确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
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
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
农村美、
农民富全
面实现。专家认为，会议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划分了明确的阶段，是重
大突破。预计总体规划性的文件、
细则性的文件将陆续出炉。
◆交通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推进

互联网

绿色交通发展的意见》

◆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取得丰硕成果

交通部印发《关于全面深入推进绿
色交通发展的意见》，要求各部门各单
位要着力实施交通运输结构优化工程、
组织创新工程等
“七大工程”
，
加快构建
绿色发展制度标准体系、
科技创新体系
和监督管理体系
“三大体系”
，
实现绿色
交通由被动适应向先行引领、
由试点带
动向全面推进、
由政府推动向全民共治
的转变，
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
方式。
《意见》提出，
到 2020 年，
初步建成
布局科学、生态友好、集约高效的绿色
交通运输体系。到 2035 年，
形成与资源
环境承载力相匹配、
与生产生活生态相
协调的交通运输发展新格局。

2017 年 12 月 3 日至 5 日，第四届世
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举办。1500
多位互联网科技领军人物围绕“发展数
字经济 促进开放共享——携手共建网
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题，在 20 场分
论坛内外进行讨论。大会发布 18 个世
界互联网领先科技成果，反映了全球最
新、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大会首次发布
蓝皮书《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 2017》，
为全球互
联网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对未来发展进
行展望。大会期间举办了 110 多场新
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10 场互联网项
目合作专题对接会，为全球数字经济合
作提供了广阔舞台。

罚单
◆银监会开出 7.22 亿史上最大罚单

2017 年 12 月 8 日，曾轰动一时的
“侨兴案”终于完结，银监会发布相关
通报，决定对广发银行总行、惠州分行
及其他分支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罚没
合计 7.22 亿元。这是银监会成立以来
单家罚款金额最高纪录。2016 年 12 月
20 日，
广东惠州侨兴集团下属的 2 家公
司在“招财宝”平台发行的 10 亿元私募
债到期无法兑付，该私募债由浙商财
险公司提供保证保险，但该公司称广
发银行惠州分行为其出具了兜底保
函。之后 10 多家金融机构拿着兜底保
函等协议，先后向广发银行询问并主
张债权。由此暴露出广发银行惠州分
行员工与侨兴集团人员内外勾结、违
规担保案件。评论指出，这样处罚不
但体现了监管部门根治乱象的决心，
也对市场乱象起到了震慑作用。

签约
◆中关村签约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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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

2017 年 12 月 29 日，中关村科技园
区管理委员会与河北雄安新区管委会
正式签署共建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
协议。双方将共同打造“布局超前、体
系完备、
宜业宜创、
引领未来”
的科技新
城。同期，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组织 12 家中关村节能环保及智慧城市
服务企业与雄安新区签署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进驻雄安中关村科技产业基
地。此次签约后，
双方将全面推进雄安
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建设。据悉，
未来双
方将共同争取国家有关部委支持，
将中
关村先行先试政策向雄安新区中关村
科技园延伸覆盖

交付
◆我国研制的全球首艘智能船舶交付

金融
◆央行、
银监会整顿现金贷新规落地

2017 年 12 月 1 日，互联网金融风
险专项整治、
P2P 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下发《关于规
范整顿“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通知》
称，小额贷款公司监管部门暂停新批
设网络（互联网）小额贷款公司；暂停
新增批小额贷款公司跨省（区、市）开
展小额贷款业务。已经批准筹建的，
暂停批准开业。
《通知》并称，暂停发放
首飞
无特定场景依托、无指定用途的网络
小额贷款，逐步压缩存量业务，限期完
◆世界最大水陆两栖飞机 AG600 成功首飞
成整改。近期，具有无场景依托、无指
定用途、无客户群体限定、无抵押
2017 年 12 月 24 日上午，
蓝白涂装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等特征的“现金贷”
业务快速发展， “鲲龙”AG600 从珠海金湾机场顺利起飞。AG600 是当今世界
在满足部分群体正常消费
在研的最大水陆两栖飞机，飞机选装 4 台国产涡桨六发动机，
信贷需求的同时，也存在过
最大起飞重量 53.5 吨，实现超过 4000 公里的最大航程。全机 5
度借贷、重复授信、畸
万多个结构及系统零部件中，98%由国内供应商提供，全机机
高利率等问题，存在着
载成品 95%以上为国产产品，是一架真正的“中国制造”。据了
较大的金融风险
解，AG600 还可根据任务需要，通过改装，广泛应用于海洋环
和社会风险隐患。
境监测、
海洋资源探测、
海上运输等其他用途。

开通

2017 年 12 月 6 日，我国研制的全
球第一艘智能船舶在上海正式交付使
用，
这也是全球首艘通过船级社认证的
智能船舶，
标志着我国智能船舶的建造
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这艘名为
“大智号”
的散货智能船舶，
由中国船舶
工业集团研制。该船交付给招商局集
团投入使用后，将主要用于澳中、东南
亚航线的煤炭以及盐的运输。据了解，
这艘船是全球首艘通过英国劳氏船级
社和中国船级社认证的智能船舶，
最大
的特点是船舶有聪慧的
“大脑”
，
船舶通
过对收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
能够
提供航线优化的辅助决策建议，
相当于
给船长提供航线制定的帮手。

◆中国内地首条国产无人驾驶地铁线路开通

2017 年 12 月 30 日，北京地铁燕房线开通试运营，它也是北京最智
能的地铁，采用无人驾驶技术，而且是我国内地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
识产权、全自动运行的地铁线。2010 年，我国提出了基于高 RAMS 的
全自动运行轨道交通系统理念，这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轨道交通全自
动运行系统正式进入研究阶段。历经多年努力，目前已完成
全自动运行系统的核心技术研发，并在北京地铁燕房线首次
示范应用，这也是我国首个全自动运行系统国家级示
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