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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
国银行业协会、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
联合发布公告“封杀”了虚拟货币，
公告明确了几个重点：第一，虚拟货
币不是真正的货币， 不由货币当局
发行， 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
币属性；第二，交易、兑换虚拟货币
是非法的；第三，金融机构、支付机
构不得开展与虚拟货币相关的业

务；第四，消费者和三家协会的会员
单位有线索要举报；第五，不得为虚
拟货币宣传和导流；第六，虚拟货币
交易合同不受法律保护。

随着这份“封杀”公告的到来，
这几天的二级市场不少与此相关的

股票相继大幅下跌， 新开普、 高伟
达、创识科技、科蓝软件等都有不同
程度的回落。 就连首批与央行数字
货币研究所达成战略合作的第三方

支付行业龙头企业拉卡拉 ， 虽然
2020 年报成绩不俗，净利润 9.31 亿
元，6 年净利润复合增长率达 50%，
也跟着一起受到了牵连。

“其实数字货币和数字人民币
是两个概念， 把包括比特币、 狗狗
币、shib 等等在内的被广义称之为
数字货币的虚拟货币， 与由中国人
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

币———数字人民币，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发展数字货币主要是立足于国

内支付系统现代化， 中国是主要经
济体中最早推出法定数字货币的国

家。 从 2019 年起，中国央行数字人
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雄安新区、
成都、上海、海南等地试点。 ”高智
说。数字人民币，就是人民币的电子
版，同样不计付利息，功能属性与纸
钞完全一样， 只不过是以数字化形
态存在。它属于法定货币，有国家信

用背书，具有无限法偿性，任何人不
得拒收数字人民币。

去年以来， 我国的数字人民币
测试快速进入人们视野， 深圳、苏
州、成都、雄安等地的数字人民币试
点正在一轮轮的开展，反响强烈。深
圳已经开展了三轮数字人民币红包

测试， 苏州开展了两轮数字人民币
红包活动。 而今年试点城市已经扩
展到北京、上海、长沙、海南、青岛、
大连、西安等城市和地区，各地政府
也将数字人民币的加速推广作为今

年工作的重点， 各种试点推广活动
将会陆续展开。

目前， 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已
经与京东数科、滴滴出行、美团、拉卡

拉、银联商务等多家机构达成战略合
作，共同推进建设数字人民币试点测
试生态体系， 覆盖了电商、 出行、外
卖、零售等线上线下等多个场景。

“昨天盘面上，真正的数字货币
概念股走势较强，我在想，既然官方
推出数字人民币， 首先考虑的应该
是她的安全性。 所以网络信息安全
领域的‘国家队’扮演的角色可能是
不一样的，而这样的‘国家队’恰恰
就在二级市场中， 这个板块一定会
有爆发的一天。 ”华风说。 《密码法》
正式实施已经有一段时间， 密码刚
性合规需求有望爆发。短期看，密码
法将在合规需求较强的党政和关键

信息基础设施行业率先展开应用，
加密行业迎来国产化机遇； 长期来
看，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新兴领域快速发展，新技术、新模式
（主动防御）、新架构（零信任）等都
将推动密码泛在化应用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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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27
日说，下一步在推进海南自贸港
建设方面，商务部将引导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向海南自由贸易港集
聚。

6月 1日是《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总体方案》对外公布一周年。
高峰在商务部27日召开的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海南自贸港
贸易投资政策制度体系“四梁八
柱”已初步建立。商务部聚焦贸易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扎实推进各项
工作任务。

他介绍，贸易方面，出台 28
条推进海南自贸港贸易自由化便
利化的政策举措，将海南作为全面
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投资
方面，制定出台支持海南服务业扩
大开放综合试点方案，制定出台
22 条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涵
盖医疗、金融、文化等五大领域等。
开放平台建设方面，成功举办首届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高峰表示，下一步，商务部将

会同有关部门和海南省，探索在
海南自贸港特定区域进一步优化
货物、物品进出口监管政策环境。
在推动出台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
面清单的同时，会同有关方面，在
重点领域率先对影响服务贸易自
由化便利化的国内规制进行梳理
和规范。
“在投资方面，将落实好现有

开放措施，引导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向海南自由贸易港集聚。同时，
我们将支持海南自贸港开展更高
水平开放压力测试。”高峰说。

据新华社报道 商务部新闻
发言人高峰 27 日表示，中美双
方应共同努力，创造氛围和条

件，推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
实。

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5月 7

日以来中国正加快自美玉米采
购，有媒体问，这是否意味着中方
仍在而且将继续积极履行第一阶

段经贸协议？
对此，高峰回应称，中美第一

阶段经贸协议有利于中国，有利

于美国，有利于整个世界。双方应
共同努力，创造氛围和条件，推动
协议落实。

据新华社报道

自去年 7月 1 日海南离岛免
税购物政策实施以来，免税销售
需求快速释放，消费者购物体验
持续改善。离岛免税已成海南旅
游“主打品牌”，有力拉动了旅游

消费回暖。
记者从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

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
海口共有 4 家免税购物中心，今
年一季度，海口市离岛免税销售
额达 31.3 亿元。

今年 2月 2 日开始，海南离

岛免税购物新增邮寄送达、返岛提
取两种提货方式。新政策推出至今
不到四个月，海口离岛免税品邮寄
送达服务使用量已达4.3万件。

据海口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鞠磊介绍，海口国际免税城正
在建设，预计明年 6月正式营业。

据新华社报道

27日 A股股指全线飘红，上证
综指站上 3600 点。

当日，上证综指以3585.73点开

盘，上午一度冲高至3626.36点，此后
窄幅震荡，最终收报3608.85点，较前
一交易日涨15.49点，涨幅为0.43%。
深证成指收报 14897.19 点，涨

103.51 点，涨幅为 0.70%。创业板

指数涨 0.92%，收盘报 3226.11 点。
科创 50指数涨 2.47%，收盘报

1397.77 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多跌少，约

2600 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

个股，两市约 70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光刻胶、大基金

概念、氮化镓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5%；养鸡、水产养殖、造纸印刷跌幅
居前，前两板块跌幅逾 2%。

据新华社报道 商务部
27日发布数据显示，前 4个月
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228.7 亿元，同比下降 5.2%，
但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资额增长 1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

当天召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介绍，1 至 4 月，我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 59.6 亿美元，占同期对外
投资总额的 17.4%。
我国对多个领域对外投资

持续增长。流向制造业的投资
5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5%；
流向信息传输业 24.4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3.2%。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大项目

较多，且集中在交通运输、电力
工程等领域。商务部数据显示，
前 4 个月，我国对外承包工程
新签合同额在 5000 万美元以
上的项目 242 个，较上年同期
增加 12 个，合计 610.4 亿美
元，占新签合同总额的 85.4%。

业内人士表示，2021 年中
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将基本持
平或略有增长，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投资有望保持稳定增长。

[商务部新闻发布会]

中美应共同努力推动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

免税购物
已成海南旅游“门面”

商务部将引导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向海南自贸港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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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4个月，海口离岛免税品邮寄送达服务使用量已达 4.3万件。

A股股指全线飘红 上证综指站上 3600点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前4个月投资额增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