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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出资上千万元
奖励服装设计行业

我市2月CPI
同比上涨3.7%

获国际知名设计奖项者，
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
近日，市发改委、市服装设
计行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
布了《2018 年厦门市服装设计行
业发展扶持资金申报指南》
（以
下 简 称“ 申 报 指 南 ”
），启 动 了
2018 年度的扶持项目征集和评
选。符合申请条件的人才和企业
可别错过了。
记者 张诗

■时尚 T 台秀。
（资料图）陈立新 摄

申报材料受理时间自即日起截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年度集中评选一次
并在确认公布前予以公示 5 个工作日，
接受社会监督。
不能重复享受，每个事项原则上
只采用其中一种扶持方式。奖励、补
助、贴息与我市其他政策有重复的，不
得重复享受。同一奖励年度内，同一设
计师或机构根据我市相关政策获得的
奖励、补助、补贴，按照“从优、从高、不
重复”原则进行奖励、
补助。

小信使

国信

“金色阳光”投资讲堂系列
近期市场风格有明显转变，创业
板指大幅跑赢上证综指。目前仍然处
于龙头和中小创风格博弈的过程，后
续风格若要持续转换，中小创想持续
获得超额收益，需关注两个方面：一是
白马蓝筹和中小创的相对基本面变
化，重点关注一季报的业绩情况；二是
利率环境的变化，利率下行有助于市
场风格偏向于中小创。
目前监管层正在酝酿支持新经济
发展的一系列制度创新，
将深化改革上
市发行制度，深化主板和创业板改革，
加大对
“四新”
企业的支持力度。
对于传
统的 IPO 制度设计而言，
很多独角兽企
业无法满足上市条件：
尚未盈利的企业
无法在 A 股进行 IPO；排队时间较长；
不允许设置特殊的股权结构（VIE 架
构）等，
而 CDR 的推出将会吸引一大批
海外新经济公司回归 A 股。
CDR（中国存托凭证，
Chinese Depository Receipt）是指在境外（包括中国
香港）上市公司将部分已发行上市的股
票托管在当地保管银行，
由中国境内的
存托银行发行、
在境内A股市场上市、
以
即时互动：@厦门晚报 @我要说

扶持范围涵盖 12 项
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为打造国际
时尚展示交流体验平台，我市在 2015 年
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服装设计行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每年均拿出上千万元
资金，重点扶持本土服装设计师、本土
原创设计师服装品牌，打造国际化、时
尚化的
“美丽厦门”
。
在今年的申报指南中，明确规定了
高层次人才引进、厦门自主品牌创立、
研发创新等 12 项相关扶持范围，几乎涵
盖了目前我市服装设计行业发展的方
方面面。
例如，对厦门自主品牌创立项目规
定，在我市新注册创立原创服装品牌并
实际运行的，视销售和纳税等情况给予
一次性最高 50 万元奖励。
其中：
符合条件
的微型企业，
奖励 5 万元；
小型企业，
奖励
6 万元；中型企业，奖励 7 万元。另外，
2017 年度单品牌销售收入达到 100 万元
以上的，
按照销售收入的 10%给予奖励。
以上的总奖励金额累计不超过 50 万元。

在专业人才扶持方面，对参加专业
比赛和评比的精英也有奖励，2017 年度
内，厦门服装设计师个人参与国内外专
业比赛（申报主体必须在我市就业累计
3 年以上）。申报主体获得“中国时装设
计金顶奖”及国际级知名设计奖项的，
一次性给予 50 万元奖励；获得“中国最
佳男装设计师”和“中国最佳女装设计
师”的，一次性给予 30 万元奖励；获得
“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的，一次性给予
20 万元奖励。获得国际级、国家级、省级
■我市出台相关政策重点扶持本土服
服装设计比赛的最高奖项的，分别给予
装设计师成长。
（资料图）陈立新 摄
5 万元、3 万元、2 万元的奖励。

优质独角兽回归A股
科技企业估值或拉大
人民币交易结算、
供国内投资者买卖的
投资凭证，
从而实现股票的异地买卖。
CDR 的推出将会给 A 股带来一
定影响：1.A 股信息科技企业相对美股
的估值溢价是全行业中最高的，短期
内市场热点和支持新经济的政策偏向
可能会推高科技股的估值溢价，但长
期看，由于中国资本市场与全球资本
市场的联动进一步增强，国内科技股
的高估值溢价长期可能会趋于收敛；
2.通过 CDR 进入 A 股市场的大多是像
BATJ（百度、阿里、腾讯与京东）这种
优质的独角兽公司，多为国内信息科
技行业的龙头，存在大量吸筹的可能
性，科技股行业内的估值方差将会进
一步拉大；3.CDR 对 A 股影响的广度
和深度，还取决于制度上对新经济企
业的定义以及人民币自由结算和市场
分割等一系列难题的解决。
（相关资料来自国信证券研究所，
仅供参考，并非投资建议。投资者仅依
据该等信息做出投资决策所造成的一
切损失，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市场有
风险，投资需谨慎。
）

本报讯（记者 张诗 通讯员 詹宏）昨日，国
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发布了 2 月份我市居民
消费价格总水平（CPI）。数据显示，上月，我市
CPI 环比上涨 1.8%，涨幅比上月扩大 1.5%；同
比上涨 3.7%，
涨幅较上月扩大 1.3%。
从环比看，据国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分
析，主要是受去年腊月、今年春节传统的集中
消费习惯影响，部分食品需求增加，价格明显
上涨，食品烟酒价格上涨 3.9%，影响总指数环
比上涨 1.14%。此外，受海产品等原材料价格
上涨影响，正餐价格上涨 3.0%。另外，受寒假、
春节期间返乡、旅游等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宾
馆住宿、旅游、交通费价格分别上涨 22.1%、
19.4%和 15.2%。
从同比看，据国家统计局厦门调查队分
析，构成厦门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中，食
品价格是拉动 CPI 的主因，食品烟酒类同比上
涨 4.7%，影响总指数同比上涨 1.4%。其中，虾
蟹类和鲜菜分别上涨 34.8%和 25.3%；部分服
务类价格也大幅上涨，其他住宿、飞机票、其
他旅游、宾馆住宿、旅行社收费等同比分别上
涨 40.6%、33.8%、29.1%、18.6%和 12.3%。

盛屯矿业去年净利大增
现金分红将达1.67亿元

奖励参赛获奖人才

政府扶持资金
小贴士 不可重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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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金色阳光团队
帮助客户科学理财
国信证券福建分公司金融顾问部
金色阳光团队由资深投资专家领衔，
团队成员具备丰富投资经验和深厚专
业功底。秉承“创造价值、成就你我”的
企业精神，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优质的
投资顾问服务，帮助客户稳健投资、科
学理财。
扫一扫，
关注国信
证券福建分公司
公众号，
获取更多
资讯！

厦门湖滨北路证券营业部
厦门金钟路证券营业部
福州五一中路证券营业部
泉州德泰路证券营业部
咨询电话：
95536

厦门网：
www.xmnn.cn 电子邮箱：
xmwbnews@vip.sina.com

本报讯(记者 张海军)盛屯矿业昨晚发布
2017 年年报，去年公司全年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都得到了迅速增长。2017 年全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206.68 亿元，同比增长 62.6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6.10 亿元，同
比增长 223.67%。
值得一提的是，盛屯矿业 2017 年的分红
方案提出每 10 股分配现金 1 元的方案，实施
后，
公司将拿出 1.67 亿元现金进行分红。
盛屯矿业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为主营业
务迅速发展，尤其是钴材料业务发展迅猛。
2017 年，这家公司全面布局钴材料业务，依托
刚果（金）这个最为重要的钴原产地，
建立钴完
整业务体系。目前，它们的钴材料库存持续增
加，在刚果（金）年产 3500 吨钴、10000 吨铜钴
综合利用项目也计划在 2018 年 7 月试车投产。
盛屯矿业的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务和金属
产业链增值业务也稳健发展，公司最新并购
的保山恒源鑫茂、大理三鑫，分别在铅、锌、银
及铜、钴方面都有较好的储量，且矿山品位较
高，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较强，现已进入投
建阶段，
将在未来进一步为公司贡献利润。

农商行推出优质理财
最高年化收益达5.7%
日前，厦门农商银行推出一系列优质理
财产品。
丰盈平衡（贵宾理财）：3 月 13 日至 3 月
20 日 认 购 ，期 限 175 天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5.7%，100 万元起购，以 1000 元整数倍递增。
以认购 100 万元为例，
可得收益 27329 元。
丰裕稳健：3 月 13 日至 3 月 20 日认购，期
限 145 天，预期年化收益率 5.4%，5 万元起购，
以 1000 元整数倍递增。以认购 10 万元为例，
可得收益 2145 元。
丰裕稳健（新客户专享）：3 月 13 日至 3 月
20 日 认 购 ，期 限 175 天 ，预 期 年 化 收 益 率
5.55%，5 万元起购，以 1000 元整数倍递增。以
认购 10 万元为例，
可得收益 2661 元。
除了在营业网点柜台办理，您也可以通
过网上银行、手机银行购买哟！
更多理财资讯，
请洽询厦门农商银行各营
业网或 40083-96336（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8∶00-12∶00、
14∶30-18∶00，
法定节假日除外）。
特别提示：产品具体收益及其他要素以
理财协议为准，
本宣传品仅供参考。
风险提示：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
资须谨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