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
报道： 10 月 6 日，国家外汇管
理局公布 9 月外汇储备数据显
示，9 月末，官方外汇储备余额
达 3.0924 万亿美元，较 8 月末
减少近 148 亿美元；较年初上
升 197 亿美元，升幅 0.6％。 同
日公布的官方黄金储备最新数
据显示， 央行还在继续增持黄
金。 9 月末黄金储备为 6264 万
盎司（约 1775.8 吨 ），较上一月
增加 19 万盎司， 为连续第 10
个月增持黄金。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央行
近 10 年来有 4 次增持周期，
从去年 12 月开启的是第 4 次
增持周期。 此前的 2016 年 10

月至 2018 年 11 月，央行都未
有增持黄金的举措。

如果从去年 12 月算起，
在央行增持黄金的周期内，黄
金价格到底涨了多少？ 羊城晚
报记者注意到， 以纽约黄金
CFD 为例， 在去年 11 月最后
一天收盘于 1210 美元 / 盎司
附近， 而到今年 10 月 8 日北
京时间 18：00 左右， 已涨到
1506.44 美元 / 盎司， 升值了
24.5%。

本周二， 现货黄金则在
1490 关口上方持续拉升，最高
触及 1497 美元附近， 逼近
1500 美元关口。 对于黄金后
市，多数分析机构则依然看好。

10 个月内金价大涨 20%

央行连续十个月增持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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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灯光秀连连刷屏
千亿元景观照明产业迎大发展羊城晚报记者 吴珊

楼宇为屏， 灯光为墨，科
技为笔。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
周，全国多地上演灯光秀———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杭州、
合肥……纷纷亮起富有特色
的节庆灯光。 从白天到夜晚，
游客游玩的时间延长了，消费
新动能得到有效释放。 羊城晚
报记者注意到，蓬勃发展的城
市灯光秀背后，还有一连串的
数字值得人们思考———我国
景观照明产业规模正以平均
每年超 20%的增长率快速发
展， 预计 2019 年市场规模将
突破千亿元大关。

灯光秀带动夜游经济
“夜游经济”，是当下的热词。

而今年国庆黄金周各地上演的各
类城市灯光秀， 则成为夜游经济
的突出体现：

在上海， 每晚逢半点和整点，
黄浦江两岸就有一次全长 4 分 30
秒的灯光秀。

在广州，60 万盏璀璨红灯，染
红广州的夜空，24 栋沿江建筑组
成的灯光幕墙， 打造了一条动感
绚丽的“珠江灯光画卷”。

在武汉，以江汉朝宗这一地理
景观为舞台，灯光秀覆盖了长江、
汉江两岸的近千栋建筑。

事实上，炫目的灯光秀正在越
来越多的城市上演。 灯光秀带来
的“夜游经济”效应，也颇让人兴
奋。 文化和旅游部的数据显示，
2019 国庆假期全国共接待国内游
客 7.82 亿人次，同比增长 7.81%，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6497.1 亿元，
同比增长 8.47%。 其中特别提到，
夜间旅游方兴未艾。 调查表明，
44.96%的游客在长假期间参与夜

间旅游活动。
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公布

数据， 据珠江游船企业直报数显
示，10 月 1 日至 5 日，珠江夜游共
接待游客 14.2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33%，经营收入 1210.09 万元，
同比增长 32.03%。 山西省文化和
旅游厅发布的数据显示，32.5%的
游客都有夜间出游行为， 其中
38.7%的夜游游客有参与灯光秀
夜游活动。 中国旅游研究院的数
据显示， 有 81%的受访企业愿意
扩大对夜间旅游市场的投资，在
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的同时，也
开辟景区掘金新平台。

夜游“黄金四小时”
消费惊人

有机构曾算过一笔账：日间的
城市以生产性活动为主， 夜间的
城市以消费性活动为主， 假设一
个常住及流动人口 500 万的中等
城市， 每天 10％的人进行夜游消
费 ， 人均夜间消费保守估计 20
元， 每晚消费额就可达 1000� 万
元，一年收入可达 36.5� 亿元。

此外，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
的 《夜 间 旅 游 市 场 数 据 报 告
2019》显示，接受调查的游客中，
有过夜游体验的占比 92.4% ，晚
间 6 时至 10 时为“黄金 4 小时”。
该研究院公布的专项调查数据显
示， 夜游花费在 200-400 元和
400-600 元之间的比重最高，分
别为 27.9%和 27% ，600-800 元
和 200 元以下居中， 分别占比
15.6%和 12.1% ，1000 元以下比
重最低。

携程大数据也显示， 西安曲
江、北京后海、杭州西湖等景点到
了晚上人气反超白天， 成为夜生
活的好去处。

中国成全球最大景
观照明市场

点亮城市，推动城市照明工程
的建设与发展， 将城市经济活动
延伸至夜晚， 是实现夜游经济繁
荣的桥梁。

在频频刷屏的城市灯光秀背
后， 羊城晚报记者查询发现， 近年
来， 我国多地政府推出了相应的城
市灯光建设工程。 比如，去年 4 月，
西安市政府正式印发了《关于推进
夜游西安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到要
大力发展“夜景亮化工程”。 深圳
也发布了《深圳市景观照明提升行

动计划》。 济南的“一湖一环”景观照
明项目则在去年 2 月开始试运行，
杭州则开展运河城东段南北两岸照
明设施进行全面亮化提升……

根据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中
国已成全球最大的景观照明市
场，景观照明市场规模从 2013 年
的 416 亿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796
亿元， 期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
21.22%。预计 2019 年行业规模将
超 1000 亿元。

另据新思界产业研究中心预
测，随着杭州、武汉、广州等城市景
观照明所带来的经济效应愈发明
显， 地方政府对夜游经济的建设需
求不断升温， 未来数年内景观照明
作为城市夜景的重要构成部分将迎
来持续的需求。 未来，景观照明行业
将保持快速增长， 预计到 2024 年，
行业规模将达到 1247.3 亿元。

景观照明企业业绩亮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

化、城市设施升级、特色小镇建设
热潮逐渐兴起，也让景观照明市场
商机扩大。 依据相关规划，至 2020
年我国将培育 1000 个左右的特色
小镇，单个特色小镇平均投资额约
50 亿元左右， 景观照明投资占比
约为 2%-3%， 预计特色小镇建设
将带来的景观照明市场空间约为
1000 亿至 1500 亿元。

灯光秀点亮城市，景观照明企
业业绩亮了。 羊城晚报记者注意
到，如利亚德、罗曼股份、名家汇
等景观照明概念的上市公司，业
绩亮眼。

2018 年财报显示， 利亚德实
现营收 77.01 亿元 ， 同 比 增 长
19.01% 。 罗曼股份则实现营收
6.12 亿元， 同比增长 76.64%；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20 亿元，同比增长 41.53%。 名
家汇营收 13.35 亿元， 同比增长
95.73%； 实现净利润 3.27 亿元，
同比增长 88.36%。

讴歌新时代，畅想中国梦。 由广东省
工艺美术博物馆、 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
馆主办的“匠·新———工艺美术作品展”9
月 29 日在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馆（广州
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2519 号工美港 ）展
出。 本次展览将持续至 12 月中旬。

展览展示王芝文、杨锐华、翟惠玲、
张瑞端等多位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及
其传承人等一批艺术家的佳作，展出的
作品包括陶瓷微书、佛山陶塑、手拉壶、
广彩、潮彩、端砚、玉雕、刺绣等类别，
从工艺美术的独特视角，以小见大地反
映新中国的发展历程，反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岭南地区工艺美术创作成就，
展现培育扶持青年艺术家的成果。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 广东
省工艺美术协会、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
馆正式启动“新中坚———岭南工美青年
百人培养计划”， 预计将通过 10 年时

间，在行业中发掘、培养 100 名优秀青
年人才， 助力其成为行业新生中坚，共
促行业健康蓬勃发展。

据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馆馆长孔
昭明介绍，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广东工
艺美术得到不断挖掘、 恢复和迅速发
展，涌现大量新产品出口创汇，工艺美
术佳品声名远播，享誉海内外。

目前，广东省工艺美术行业拥有工
艺雕塑、抽纱刺绣、艺术陶瓷、工艺玻
璃、编织工艺、漆器、工艺家具、金属工
艺与首饰、 其他工艺类共 11 大类近千
个品种。 广州的“三雕一彩一绣” （牙
雕 、玉雕 、木雕 、广彩 、广绣 ）历史悠久，
粤绣成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

广东省作为中国工艺美术第一大
省，工艺美术产业与国家整个工艺美术
产业发展一脉相承。 多年来，广东在企
业数量、从业人数、产业集群规模、生产

总值和出口交货值等方面都占据全国
行业前列。 据资料显示，行业年产值由
改革开放初期的 3.5 亿元， 发展到
2018 年的 2126.62 亿元， 接近全国总
产值的 1/4。 广州、深圳、佛山、肇庆、潮
州等地工艺美术产业已经形成 20 多个
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全省从事工艺美
术相关产业的人数已超过 100 万人。

（杨广）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严丽梅
报道：从本月起，生活性服务
业纳税人又迎来一项减税利
好政策。 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 10 月 8 日消息，《关于明
确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
抵减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
务总局公告 2019 年第 87 号 ，
以下简称 《公告 》）已于日前公
布，《公告》 明确，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
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
计 15%，抵减应纳税额 （以下
称加计抵减 15%政策）。

《公告》称，生活性服务业
纳税人，是指提供生活服务取
得的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
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

按照《销售服务、无形资产、
不动产注释》（财税〔2016〕36 号
印发）的规定，生活服务包括文
化体育服务、 教育医疗服务、旅
游娱乐服务、 餐饮住宿服务、居
民日常服务和其他生活服务。

《公告》 规定：2019 年 9
月 30 日前设立的纳税人，自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
期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 12

个月的 ，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
售额 ） 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
自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适用
加计抵减 15%政策。 2019 年
10 月 1 日后设立的纳税人 ，
自设立之日起 3 个月的销售
额符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登
记为一般纳税人之日起适用
加计抵减 15%政策。纳税人确
定适用加计抵减 15%政策后，
当年内不再调整，以后年度是
否适用，根据上年度销售额计
算确定。

《公告》还明确，生活性服
务业纳税人应按照当期可抵
扣进项税额的 15%计提当期
加计抵减额。 按照现行规定不
得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
税额， 不得计提加计抵减额；
已按照 15%计提加计抵减额
的进项税额，按规定作进项税
额转出的，应在进项税额转出
当期，相应调减加计抵减额。

今年 5 月 29 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研究完善
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进一步
支持生活服务业发展。 因此，
《公告》的出台，是对国务院常
务会议决定的进一步落实。

生活服务业再迎减税利好
本月起纳税人可享增值税加计 15%抵减政策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匠·新———工艺美术作品展在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馆开幕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 实习生贺
子傲报道： 继中国移动于 9 月 22 日率
先推出 5G 商用预约活动后，中国电信
与中国联通在国庆前夕也相继推出了
5G 套餐的预约， 由此， 三大运营商的
5G 用户争夺战全面开启。

截至 10 月 8 日记者发稿为止，中国
移动 5G 预约用户数已超 577 万，中国联
通 5G 预约用户数约为 200 万，中国电信
5G 预约用户数约为 200 万。 预约用户总
数达近 980 万，直逼 1000 万大关。

针对 5G 套餐， 三大运营商均给出
优惠。 据羊城晚报记者了解，中国移动
的客户自领取 5G 套餐折扣优惠之日起
三个月内如订购中国移动全网统一套

餐，则订购后可连续 6 个月享受套餐费
折扣。 网龄 5 年及以上享 7 折优惠，网
龄 5 年以内享 8 折优惠。 中国联通 5G
套餐在预约后即可享受全国统一 5G 套
餐次月起连续 6 个月内的 5G 套餐折扣
优惠， 网龄 3 年及以上用户享 7 折优
惠，网龄 3 年以内及新入网用户享 8 折
优惠； 中国电信 5G 套餐在预约后即可
领取 5G 终端优惠特权， 可购买一台优
惠 5G 终端， 电信网龄 3 年及以上用户
享 7 折优惠，3 年以下用户享 8 折优惠。

在购机方面，三大运营商亦给予折扣，
例如， 中国联通销售的中兴天机 10� PRO
价格为 4399元，比市价低了 600 元；中国
电信在售的三星 NOTE� 10+ 是 7499 元，

比市场价降了 500元； 中国移动在售的小
米 9� Pro则比市场价便宜了 300元。

虽然预约活动正如火如荼， 但 5G套
餐何时正式推出及价格细节却仍未知。

三大运营商在今年 8 月开启 5G
网络正式商用前套餐体验计划，当初截
止日期为 9 月 30 日左右， 现在都延期
至 10 月 31 日。 与此同时，中国移动市
场部副总经理许锡明曾公开表示，中国
移动 5G 套餐将在 10 月正式发布。

不过，三大运营商官方目前并未对
正式 5G 套餐的面市时间作出官方回
应。 但是，有运营商内部人士对羊城晚
报记者透露， 正式的 5G 套餐在 10 月
份推出的概率很大。

三大运营商 5G 套餐 10 月底或正式推出预约用户逼近千万

春节期间夜间旅旅游游消费占比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夜间旅游市场数据报告 2019》）

日间消费占比 71.5%
夜间消费占比 28.5%
夜间本地居民消费 72.8%
夜间游客消费 27.2%

日间消费占比 74.3%
夜间消费占比 25.7%
夜间本地居民消费 69.4%
夜间游客消费 31.6%

消费金额￥ 消费比数

夜游开销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夜间旅游市场数据报告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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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 中国 AI 金
融探路者峰会暨金融科技先锋
榜颁奖典礼”举行，华安黄金
荣登“中国金融科技创意榜”。

华安基金早在 2013 年
推出 华 安 黄 金 ETF， 并 于
2016 年在自平台实现黄金基
金克数化展示。 2018 年，华安

黄金实物化业务在蚂蚁财富
平台上线，旨在将线上申购基
金行为进行场景化改造，方便
投资者尤其是年轻投资者对
基金的理解和接受。 得益于产
品的长期良好运作、服务功能
的不断创新升级，华安黄金持
续受到投资者青睐。

近日，2019 中国 AI 金
融探路者峰会在深圳举办，包
括基金公司、银行、消费金融
公司、金融科技公司、第三方
支付平台等近 100 家公司携
代表产品， 共同参评 2019 中
国金融科技先锋榜。 华夏基金
全资子公司华夏财富旗下智

能投顾产品———华夏查理智
投从众多优秀金融产品中脱
颖而出， 荣登 2019 中国智能
投顾先锋榜，显示了华夏查理
智投在智能投顾领域的综合
实力,� 华夏财富通过金融科
技打造智能化财富管理服务
的实践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下半年以来， 科技成长
抢占市场风头。 由华安基金
“科技成长” 组管理的多只基
金业绩爆发。截至 9 月 20 日，
华安媒体互联网、华安沪港深
外延增长、 华安智能装备主
题、华安逆向策略、华安幸福
生活今年以来收益率飙高，华

安中小盘成长、华安文体健康
主题年内收益率也非常亮眼。

华安基金投资团队专门
设立了“科技成长”组。在今年
的行情中，华安基金“科技成
长” 组前瞻布局科技成长领
域，抓住了市场机遇，为投资
者创造了可观回报。

9 月下旬提前结募的嘉
实新兴科技 100ETF 迎来了
其联接基金———嘉实新兴科
技 100ETF 联接基金， 于 10
月 9 日起全面发行，可通过中
行等代销机构及嘉实基金直
销平台购买。

该联接基金主要通过投资

于嘉实新兴科技 100ETF 来实
现对标的指数的紧密跟踪。嘉实
新兴科技 100ETF 所跟踪的中
证新兴科技 100 策略指数，从
沪深A股新兴科技相关产业中
选取高盈利、高成长、低估值的
100只股票作为指数样本股，为
投资者提供了新的投资标的。

华安基金荣登“中国金融科技先锋榜” 华夏查理智投再获专业肯定

嘉实新兴科技 100ETF 联接基金发行 华安基金“科技成长”组投资成效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