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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工信局解读 2022 年上半年厦门工业经济数据

厦门工业行业增长面超七成

加密货币暴跌 散户受伤了
基金经理和其他一些经验丰富的
投资者，
这份名单赋予他们一个押
注
“这些资产最终会崩盘”
的机会。
在过去的一个月，随着比特
作者：陈文强
币和其他数字加密货币泡沫显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 现，有些公司遭重创，
“ 卡布奇诺
最近加密货币暴跌，相关基金倒
篮子”的价值缩水了一半。
闭，华尔街因严格的监管规定躲
已押注这种情况会发生的客
过一劫，但散户投资者可就没那
户，此时显然春风得意。但有些
么幸运了。
小投资者却摇摇欲坠，因为他们
去年 11 月，在数字加密货币
在零售交易繁荣期间大举买入定
市场蒸蒸日上之际，已进驻华尔
价过高的数字加密资产和股票。
街 的 法 国 巴 黎 银 行（BNP Pari法国巴黎银行“美国市场股
bas）的分析师们整理出了一份他
票和衍生品策略部”负责人格雷
们认为“定价过高的 50 只股票” 格·布特尔称：
“ 数字加密货币交
名单，其中包括许多与数字资产
易的走势，与散户资金涌入美国
强关联的股票。
股票和期权市场的情况不谋而
他们将这份名单称为
“卡布奇
合。如今，散户投资者和机构投
诺篮子”
（cappuccino basket，卡布
资者的处境截然不同。
”
奇诺由蒸汽泡沫牛奶和特浓咖啡
在这场加密货币崩盘中，华
混合而成），
以示这些股票存在泡
尔街成了赢家。这并不是说，金
沫。对于法国银行最大的一些客
融巨头们不想参与其中。相反，
户，
包括养老基金、
对冲基金、
大型
华尔街银行是被迫袖手旁观（或

者是像法国巴黎银行一样，对数
字加密货币具有前瞻性），
部分原
原因是 2008 年金融危机后设立
的监管门槛。与此同时，大型基
金的经理们也凭借着老道的经验
远离数字加密货币，因为意识到
了风险。因此，
当市场崩盘时，
他
们控制住了损失。
数字加密货币行业市场规
模在鼎盛期达 3 万亿美元。它
位于传统金融体系之外，是一个
几乎没有监管的、随心所欲的另
类空间。投资者宜了解其利弊
并提高警惕。事实上，由于加密
货币较难理解、不稳定、存在存
储安全问题与付款问题等，投资
者应规避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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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货法助力期货经营机构稳步发展
晨报讯 以期货公司为代表
的期货经营机构是期货和衍生品
市场的重要参与主体，
《期货和衍
生品法》
（以下简称“期货法”
）对
期货经营机构的设立、变更、终
止、业务范围、董监高人员的任职
要求、经营原则等内容均作出了
规定，为期货经营机构合法合规
经营提供了法律基础。
期货法规定了期货经营机构
的业务范围，期货公司经国务院
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后可以从
事期货经纪、期货交易咨询、做市
交易和其他期货业务。此规定扩
宽了期货公司现有的业务范围，
为未来期货公司的经营发展预留

了空间。
期货法规定了期货经营机构
及其从业人员的业务规范。禁止
期货经营机构从事损害交易者利
益的行为，
也对期货经营机构从事
期货业务的人员提出了执业、
展业
要求。期货法为期货经营机构及其
从业人员提供了一把业务规范的标
尺，
让期货经营机构有法可依。
期货法强化了期货经营机构
的经营规范，要求期货经营机构
应当依法经营，勤勉尽责，诚实守
信，不得将各个业务内容混合操
作，应符合持续性经营规则等。
期货法也在法律责任部分相应地
提高了期货经营机构在经营方面

的违法、违规行为成本。
同时，期货法将期货经营机
构履行交易者适当性管理义务上
升到法律层面，这也体现了期货
法对期货经营机构的严格监管。
期货法还明确了域外适用效力，
这为期货经营机构在境外设立、
收购公司，积极“走出去”提供了
有力的支持。
期货法对期货经营机构的严
格监管和规范要求，都将为未来
期货经营机构的发展保驾护航，
助力期货经营机构稳步发展，为
期货经营机构促进期货和衍生品
交易市场的发展发挥作用。
（国贸期货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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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增长面超七成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完成工业增加值 390.48 亿元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完成工业增加值 107.29 亿元

◆医药制造业

完成工业增加值 91.6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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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46 亿元和 722.37 亿元，分别
增长 6.8%和 9.7%。
据悉，虽然受市场影响，出口
有所放缓，但厦门仍有超半数企
业实现了产值增长。上半年，规
模工业销售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7%，产销率为 90.43%。计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产销
率为 90.92%。出口交货值增速
放缓，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
货值比去年同期下降 0.8%，出口
交货值率 34.3%。从企业数量上
看，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中有出口
业务的企业 1267 家，实现出口增
长的企业 778 家，
占 61.4%。

年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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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长 1.7%，对全市工业起到较
强的支撑作用。
支柱行业规模壮大。上半
年，厦门的电子、机械两大支柱行
业产能持续扩大，工业总产值比
去年同期增长 14%，占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的 67.3%，电子行业
工业总产值增长 9.1%，占规模以
上工业总产值的 35.5%，机械行
业工业总产值增长 19.9%，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 31.9%。
工业产业链运行稳健。平板
显示、计算机与通信设备两条产
业链规模不断扩大，产值持续增
长。两条产业链分别实现产值

厦门工业经济数据

晨报讯（记者 叶子申）日前，
厦门市工信局发布了 2022 年上
半年厦门工业经济数据解读情
况。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市规模
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5.4%，规模以下工业增加值增长
5.9%。
上半年，行业增长面超七成，
高技术制造业增速回稳。全市
35 个工业大类行业中，26 个行业
实现增长，
增长面为 74.3%。
上半年，全市高技术制造业
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3.9%，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
比重为 43.1%，拉动规模以上工

全市六区工业生产均实现增长
思明区

16.6%

湖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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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美区

6.9%

海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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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区

6.7%

翔安区

6.1%

知名半导体公司
在厦投建生产线
晨 报 讯（记 者 叶 子 申）近
日，知名半导体上市公司士兰微
发布公告称，公司子公司士兰明
镓已启动化合物半导体第二期
建设，即实施“SiC 功率器件生产
线建设项目”。该项目已取得了
《厦 门 市 企 业 投 资 项 目 备 案 证
明》。
士兰微公告，公司与厦门半
导体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共同签署了投资合

作协议，双方合作在厦门市海沧
区建设一条 4/6 吋兼容的化合
物半导体生产线，士兰明镓便是
这一生产线的项目公司。据悉，
该生产线的总投资为 50 亿元。
化合物半导体第二期建设，
士兰明镓拟建设一条 6 吋 SiC 功
率器件芯片生产线，项目总投资
为 15 亿元，建设周期 3 年，最终
形成年产 14.4 万片 6 吋 SiC 功率
器件芯片的产能。

近2000户厦企
享留抵退税6亿元
晨报讯（记者 白若雪 通讯
员 通讯员 曾霄 徐然 辛欣）昨日，
记者从厦门市税务局获悉，上半
年，
“久旱”
中的厦门服务业迎来留
抵退税政策“ 甘霖 ”，全市共有
1879户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
企业享受留抵退税约 6 亿元。特
别是 4 月起享受新政的留抵退税
企业有1846户，
占98.2%；
退税金
额4.97亿元，
达83%。
近年来，住宿餐饮、民航、旅
游、会展、文体娱乐、教育等一批
聚集性、接触性服务业受疫情影
响 较 大 ，企 业 经 营 面 临 多 重 困
境。厦门税务部门精准落实组
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特别是大规

模留抵退税政策，有力支持住宿
餐饮等服务业企业渡过难关，为
稳住经济基本盘添后劲。
近 6 亿元快速直达的留抵
退税不仅直接有效地为服务业
企业增加了现金流，也缓解了其
因资金问题而产生的人员流失、
外债增加等困境。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
年，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服务业
中，享受退税的企业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 9.4%，而 7 月份开始留抵
退税政策扩围到包括住宿和餐
饮业在内的 7 个行业的大中型
企业，更增强了市场主体的发展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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