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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日前闭
幕。围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会议全面
分析“三农”工作面临的形势和
任务，研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政策并进行部署。会议释
放的中国农村工作新政策信号
引发全球关注。

会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
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
业的美丽家园。

美国本笃会大学荣誉校长
威廉·卡罗尔说：“通过改善农
业，中国正在肯定农民的重要
性，并鼓励更多农民和他们的子
女留在农村，见证农业革命，更
努力、高效地生产。”

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
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李博表示，
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产业兴旺，这

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乡村
振兴战略会加速生产要素在城
乡间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缩小
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经济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会促进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影响十
分重大。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
路，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必须坚
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
色发展之路。

对于会议提出的“坚持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墨西哥国立自
治大学中国问题专家伊格纳西
奥·科尔特斯表示：“中国在农业
现代化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在农
村建设发展中推广绿色经济，通
过技术研发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促进实现多元化农业发展。多
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三农’
工作，不仅为农民提供相应技术
指导、供应优质肥料和种子，还
积极推广清洁能源，带动生产设
备升级等。这也是中国政府重
视提升农产品质量的表现之一，
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

科尔特斯还说，中国是农产
品消费大国，推动农业现代化建
设有助于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
粮食需求、保障粮食安全。中国
不断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正努
力让数千万贫困人口脱贫，农民
收入与生活水平都有很大提
升。未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
进一步造福中国农民。

李博认为，此次提出的质量
兴农和绿色兴农涵盖农业生产、
农村社会发展以及农民经济地
位提升等范畴，有助于减少农业
的无效供给，实现高效农业发

展。
对于会议提出的“把公共基

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推
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
以及“坚持绿色生态导向，推动
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卡罗尔
说：“过去十年，中国这个全球经
济引擎已经引起世界的注意。
中国实施农村资源保护，改善农
村基础设施的努力将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

谈到环境问题，卡罗尔说，
全球变暖、空气污染、海洋塑料
污染、食品农药残留等已成为世
界面临的严重问题。在这种情
况下，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
中国强调绿色兴农，支持绿色农
业，有望引其他国家仿效。

“在推动本国经济可持续发
展的同时，中国也在为其他国家
树立榜样。”卡罗尔说。

据新华社电

无门槛的打车券“又”来了
记者昨天登录美团APP，上

海的美团打车尚未正式开通。
美团 APP 首页已经出现了“打
车”入口，点击“打车”频道，就
会进入美团打车上海站的活动
推广页面。

页面信息显示，“美团打车
上海站，何时开通你说了算！
报满20万人马上就开站”，而截
止到昨天下午5时，报名仅完成
29%，记者发现，报名后用户可
以领取3张无门槛的打车券，另
外司机注册成为美团打车平台
车主后，上海前2万名车主可以
在启动后三个月内“免抽成”。
据悉，除上海外，美团还在北
京、成都、杭州、温州、福州和厦
门在内的部分城市，已启动“美
团打车用户报名”活动。

美团标榜的是吃喝玩乐全
都有，美团和大众点评合并后，
新美大就成为了全球最大的生
活服务互联网平台，美团点评
已经积累2.8亿活跃用户。

作为亿级平台，并且能够
提供多元服务，美团正在逐渐
成为一个超级入口，在美团点

评的业务领域，如餐饮、酒旅、
电影、休闲娱乐等，确实都与打
车出行密不可分，是美团点评
在业务领域的外延，市场人士
称，如果团购了某家餐厅的晚
餐或者电影院的电影票，美团
APP内的打车选项将为用户提
供便利，也能达成美团各项服
务间很好的串联和结合。

其实，美团在网约车领域
的野心早已显现。去年2月，美
团在南京率先试水打车业务，
经过10个月的试运行后，美团
打车开始向其他城市扩张。而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10月，美团
宣布完成新一轮 40 亿美元融
资，不久后便成立出行事业部，
在原有的餐饮、到店综合、酒店
旅行三驾马车基础上，升级为
到店、到家、旅行、出行四大LBS
场景。美团点评CEO王兴也多
次表示在互联网下半场，不光
是用户的广度增加，还要加大
用户的深度，美团开通打车服
务，无疑是典型的服务纵深化。

滴滴回应美团打车挑战
近日滴滴出行创始人、

CEO 程维也谈到了美团打车，

他表示，中国有 350 个网约车
平台，网约车市场是开放的，
不断有竞争者入局本质上是
因为行业处于发展初期，电
商、搜索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但只有真正花心思为用户创
造价值才能活下来。而在网
约车市场中，专车的壁垒在
于服务，快车的壁垒在于交
易市场设计和技术能力，这
是一个包括了技术、资本、效
率、营销、品牌、政策等的全
方位竞争。

针对停掉滴滴和点评的合
作接口这一事件，程维解释道，

“我们本来的合作就不大。但
如果别人都要打上门来了，你
还要假惺惺跟他合作，就没必
要了。”

据称美团计划一年内拿下
全国份额的15%—20%，称在南
京试验效果不错。而程维却表
示，“企业能不能持续创造价
值，这才是我要关心的。滴滴
和优步合并以后，易到、神州加
上首汽可能烧了100多亿，可是
烧 100 亿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呢？”

与此同时，美团点评在酒

旅上的竞争对手携程也联手滴
滴等悄悄上线了打车业务，在
其网站上低调上线了“专车、租
车”业务，还推出1元起秒杀活
动。

去年底，滴滴出行宣布
完成新一轮超 40 亿美元股权
融资，以进一步加大对智能
交通技术的投入，加速推进
国际化及包括新能源汽车服
务在内的创新业务。关于滴
滴、Uber 将接入送快递、送外
卖服务的传闻也不绝于耳。
在滴滴和 Uber 行动之前，美
团率先开通了打车服务，有
业内人士分析称，在核心业
务地带，滴滴不会放任对手
抢走自己的蛋糕。

至今网约车给人留下很
深印象的是曾经的价格补贴
战，随着网约车政策出台，滴
滴与 Uber 中国宣布合并，网
约车格局开始稳定，滴滴占
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其
他玩家如首汽约车、神州专
车等逐渐形成第二阵营，而
美 团 的 入 局 能 否 成 为 那 只

“鲶鱼”，引发新一轮补贴大
战？

网约车硝烟再起 美团入沪战滴滴

全球关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新政策信号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继热热
闹闹的投资业绩排名后，基金公
司2017年资产管理规模排名也
已揭晓，新年第一个工作日，同
花顺公布了122家公募基金公
司最新规模数据，由于去年年底
监管层要求取消第三方机构评
级对货币基金规模排名披露工
作后，公募基金市场排序迎来新
一轮洗牌。

根据同花顺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全国
已发公募产品的基金管理公司
达 122 家，管理基金数量 4693
只，管理规模总计 11.63 万亿
元，规模较年初增加 2.46 万亿
元。创出历史新高，其中非货币
基金资产规模总计 4.49 万亿
元，较年初减少2092亿元。

另外，不同类型基金发展不
平衡，剔除货币基金后，混合型
基金是公募基金规模最大的品
种，达2.09万亿元，较去年没有
变化。债券型基金目前1.56万
亿元，较去年同期缩水13%；股
票型为7297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了5%；QDII为 879亿元，较
去年同期缩水7%；另类投资25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27%。

从基金公司来看，在剔除货
币基金后，规模超千亿的公司仅
剩 14 家，规模在 100 亿元至
1000亿元的公司有60家，规模
不到百亿元的公司有47家。

天相投资研究中心负责人
贾志认为，规模排名并不是评价
基金公司优劣最重要的指标，但
通过剔除货币基金规模变化可
以看到一些基金公司名次的变
化与货币基金的关联，可以让基
金公司客观地认识自己的位置，
提高权益类产品的管理能力。

非货币基金规模
去年缩水2000亿元

网约车市场硝烟再
起，目前美团试水的打
车业务，又进一步扩展
到包括上海、北京在内
的 7个城市，在滴滴与
Uber中国合并后，美团
作为新的入局者一跃而
出，也许会为打车一族
带来一波“福利”。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
2017年1至11月，我国光伏发
电量达1069亿千瓦时，同比增
长72%，光伏年发电量首超1000
亿千瓦时。

据介绍，1069 亿千瓦时的
光伏发电量可替代3300万吨标
准煤，减排二氧化碳9300万吨。

据悉，2017年我国光伏发
电发展呈现三个新特点：一是分
布式光伏发展提速。2017年1
至11月，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
1723万千瓦，为2016年同期新
增规模的3.7倍。二是光伏新增
装机分布地域转移特征明显。
2017年1至11月，西北地区光
伏新增装机占比同比下降17个
百分点，而中东部成为我国光伏
发电热点地区，其中华东地区和
华中地区新增装机同比分别增
加9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三
是新方式促进光伏发电发展。

“光伏领跑者”计划的实施取得
良好效果，光伏产业技术进步明
显，成本实现大幅下降。

据新华社电

我国光伏年发电量
首超1000亿千瓦时

美团介入网约车的竞争，也许会为打车一族带来一波“福利”。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