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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行 推 进 个 人 征 信 业 务 牌 照
发 放】

昨日，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
管理局、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
公司、APEC工商理事会共同主
办的“个人信息保护与征信管
理”国际研讨会上，央行副行长
陈雨露提到，央行正在积极稳妥
地加快推进个人征信业务牌照
发放工作，并提出三个方面的原
则。一是第三方征信的独立性原
则；二是征信活动中的公正性原

北京房价 18 月连涨后首跌
评：政策威力显现。
则；三是个人信息隐私权益保护
原则。
【万科 30 亿入股链家】
评：好事情。
万科与链家集团签订增资协
【北 京 房 价 18 个 月 连 涨 后 首 次
议，
万科将以
30亿元的价格获得
下跌】
链家集团股权。万科方面并未透
安居客房价指数显示，截至 4 露此次在链家的持股比例。据悉，
月 18日，调控一个月后，北京二 整个交易结构共分为两个部分，
手房均价为 56078元 / 平方米， 26亿元入股链家地产，另外 4亿
环比上月下跌了 8.98%，这也是北 元入股链家系的另外一个公司。
京房价在经过连续 18个月连涨 参考融创此前公告的数据，万科
后，首次出现环比下跌，且跌幅位 此次的持股比例或也为 6.25%。
居全国之首。
此外，链家地产将于下半年启动

●王莉

IPO。
评：

链家发展凶猛。

【今年 A 股将核发 500 家 IPO】

上交所发行上市中心执行经
理顾斌日前公开表示，根据一季
度发行速度测算，2017年将延续
去年 11月、12月的高速发行节
奏。预计 2017年全年核发 IPO数
量达 500家，全年 IPO融资额达
3000亿元。
评： 这么发下去新股就不稀
缺了。

马化腾宗庆后激辩互联网＋
宗庆后：不能吹得太厉害
马化腾：重塑制造业单一的商业模式
当提出“互联网＋”口号的腾讯公司董事局马化腾遇到实体经济
大佬娃哈哈董事长宗庆后，一场交锋在所难免。 在昨天召开的 2017
中国“互联网 +”数字经济峰会上，最精彩的对话是，当互联网遇上传
统行业，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宗庆后怼互联网 +：
并不能颠覆一切

“互联网 +不能吹得太厉害，不然会
走向反面。”宗庆后表示，不是什么东西
都可以用互联网解决的，例如互联网看
中医。“互联网看舌头或许做得到，但把
脉是肯定做不到的。”深耕传统制造的宗
庆后认为，互联网 +并不能颠覆一切，而
是应该扮演好服务角色。
宗庆后肯定了“互联网 +”对公司财
务系统、制造系统带来的好处，“比如说，
制造设备各个环节的传感器，以前可能
是单机的，现在联网了，可以实现自动诊
断问题、解决问题，一方面可以提高产品
质量、提高稳定性，另一方面，降低劳动
成本。”宗庆后表示，大量传统企业拥抱
“互联网 +”的前提，需要国内企业提升
软硬件制造、装备水平，并对当前互联网
公司、软件公司、硬件公司都提出了更多
需求，“从硬件到软件，都应该有更多的
国产能力，这是我们互联网公司、软件公
司应该去提升的。”

地税推出 20 项“接地气”服务

马化腾以三一集团为例说明互联网
+对制造业的影响。三一重工通过与腾
讯云的云计算能力相结合，把分布全球
的 30万台设备接入平台，实时采集近 1
万个运行参数，利用云计算和大数据，远
程管理庞大设备群的运行状况，不仅实
现了故障维修 2小时内到现场、24小时
内完成，还大大减轻了备件的库存压力。
如今，三一重工的商业模式已从过去单
纯的制造业转变成综合服务业。
互联网 + 进入深水区

事实上，“三一重工”的案例背后透
露出一个重要信号——
—“互联网 +”在落
地多年之后，终于要进入深水区，从价值
链较短、业务逻辑较强的服务业、商业、
电子商务等领域拓展到价值链更长、流
程更复杂的传统领域。
在医疗领域，除了方便挂号、拿药，
互联网也对临床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腾讯公司移动互联网事业群副总裁兼互
联网 +合作事业部总经理陈广域对北京
晨报记者表示，腾讯和食管癌高发的广
东汕头地区合作，通过人工智能不断学
马化腾：
习，帮助当地患者通过机器的方式来实
现早期筛查。
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主力
在警务领域，腾讯与公安机关、联通
马化腾表示，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 合作的鹰眼系统，使得 2016年的电信诈
场是制造业，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主力。 骗案连续五个月下降，2016年整体的涉
互联网 +可以重塑制造业的单一商业模 案金额降幅达到 50%，为联通用户挽回
式，促使其转变成综合服务业。
5亿多元的损失。 北京晨报记者 韩元佳
春发利斥巨资京城征集

陈年
藏酒

免费评估鉴定交流
欢迎家中有老酒的市民来现场交流（不便来现场
北京春发利聚集

了北京一批老酒收藏
爱好者和老酒鉴定评
估方面的专家，此次征
集活动主要目的是征
集民间藏酒，用更科学
的方法保存管理，更好
的传承酒文化！
现场有专业鉴定师免费鉴定评估交流，这是广大
市民了解老酒文化价值的一次难得机会！对有意将自
家老酒出手的市民可高价征集！
本次征集范围：1953年至今的茅台酒、五粮液等各
种名酒、洋酒等。另可交流老阿胶、冬虫夏草。

百货商情

的市民可预约提供上门服务），现场达成合作者，赠送
本馆定制进口红酒一份
活动时间：2017年 4月 20日开始（节假日不休息）
注：本活动只在主会场牡丹宾馆 6层和分会场振
海大厦举行，其它均不是本店人员。
咨询电话：13511082528、13511082508
主会场地址：海淀区花园东路 31号牡丹宾馆 6层
乘车路线：公交 425路、21路、635路、345路等，
地铁 10号线牡丹园站
分会场地址：丰台区东大街振海大厦 （本宣传长期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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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入 12 万个税“一键申报”
北京晨报讯（记者 杨奕）个人房产
房产交易方面，针对北京市房地产
交易涉税资料网上核、年收入 12万个 交易市场活跃的情形，市地税局于 2017
税“一键申报”、涉税业务同城办……为 年 1月起实施“个人存量房网络预审”办
解决纳税人办事过程中的往返跑、耗时 税新模式，纳税人可网上提交涉税信息
长、填表繁等痛点、难点问题，市地税局 及影像资料，由税务机关后台进行预审
昨日推出提升纳税服务 20项措施，进 核，纳税人还可以通过预约系统选择全
市范围内任一办理地点进行办税。据悉，
一步提高纳税服务质效。
据市地税局局长杨志强介绍，今年 从 2016年 8月《关于部分办税事项实
市地税局进一步拓宽服务渠道，拓展服 行全市通办的公告》发布以来，目前已经
务功能，推出 20项“接地气”的服务措 实现 84个涉税事项网上通办，25个事
施，包括个人房产交易涉税资料网上核、 项实体服务厅通办。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地税编制了《首
多项业务掌上办、个体户“两税两费”委
托征、信息变更简便办、纳税申报精准 都公民税收手册（2017）》，在 4月 19日市
办、印花税申报网上办、国地业务联合 地税局、东城区地税局、东城区教委联合
办、预约服务错峰办、涉税业务同城办、 举办税法进校园活动中，这本税收“红宝
自助办税网点化、缴税方式多元化等。 书”还送到了府学胡同小学的师生手中。

中信银行与 ofo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共同开启共享经济迭代合作模式
双方新增联名用户免 99 元押金 共同成立公益基金支持贫困学生

“中信银行和 ofo小黄车一样，都致
力于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4月 13
日，中信银行副行长郭党怀在双方全面
战略合作发布会上这样说。在他看来，
ofo小黄车努力使人们的出行没有陌生
的角落，而中信银行长期以来推动普惠
金融，以金融产品和服务没有陌生的角
落为目的，正是因为理念上的一致，双方
决定开启全面战略合作，使共享经济的
生态圈更加丰富。
中信集团业务协同部总经理苏国新
介绍说，创新一直是中信集团至为宝贵
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基因，而中信银行一
直是集团创新基因的承传者与践行者。
中信银行副行长郭党怀表示，中信银行
希望借助这样的合作，将普惠金融的产
品与服务，以共享经济的模式传递到更
多的角落，传递给更多的人。
ofo创始人兼 CEO戴威也表示，传
统的银企合作，以银行提供融资服务和
资金管理为目的，或者合作双方互相引
流。而中信银行与 ofo的全面战略合作，
具有迭代意义：是从理论、战略到经营模
式，甚至到社会公益层面的全面合作。
作为全球率先实行无桩共享单车出
行平台，ofo小黄车开创了“无桩单车共
享”模式，有效满足用户“最后一公里”出
行需求。自 2015年 6月上线以来，ofo已

连接了超 250万辆共享单车，为全球 53
座城市超过 3000万用户累计提供了超 5
亿次出行服务。
据了解，中信银行与 ofo小黄车将共
同发挥各自优势，向双方客户提供广泛而
有效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并积极探讨其他
创新业务领域，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押
金监管、支付结算、跨境金融、资金托管、
授信支持、联名借贷合一卡、市场营销、公
益活动等。其中，中信银行将针对 ofo小
黄车骑行客户量身定制专属借贷合一联
名卡，符合中信银行信用评级条件的联名
卡新客户可享免 99元押金骑行 ofo小黄
车，联名卡同时具备借记卡、信用卡功能，
可以实现客户联名卡内资金的生息、理财
等功能，并为骑车人免费提供人身意外保
障保险，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服务。
同时，双方将携手助力社会公益，中信银
行与 ofo小黄车共同出资成立“温暖每个
角落”公益基金，双方合作每新增一个联
名卡客户，中信银行和 ofo小黄车将代表
客户捐出 1元钱，专项用于帮助贫困地区
孩子读书、上学，走出大山，看到更精彩的
（王文）
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