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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产经公益

多项指标“开门红”

自贸试验区建设提速

据新华社电 从目前各项

指标来看，今年以来自贸试验

区在吸收外资、外贸进出口以

及新设市场主体方面实现了

“开门红”，并在放宽市场准入、

推进数字化改革、加大科技金

融创新等方面酝酿更多突破。

今年一季度，广西自贸试

验区新设立企业6320家，同比

增长402%。将于5月1日起正式

施行的《中国(陕西)自由贸易

试验区条例》提出，自贸试验区

将逐步减少或者取消对国内外

投资的准入限制。浙江自贸试

验区正在全面推进数字化改

革，打造全省数字化改革的战

略高地。安徽自贸试验区合肥

片区也在推进更多创新驱动，

在科技金融方面，探索建立“股

权投资+政府基金+社会资本+

风险投资+专项基金”五位一

体的多元化科技投融资体系。

(王文博)

清明假期住宿餐饮业

收入超前年同期水平

据新华社电 国家税务总

局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

清明假期期间(4月3日至4月5

日)，全国居民消费市场保持

较快增长，住宿餐饮业销售收

入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

今年清明假期，全国零售

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7 . 8%。

受出行及返乡探亲需求集中释

放带动，住宿餐饮业销售收入

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其中，

住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1 . 5%，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81 . 7%。受周边游及多

元化娱乐带动，旅游相关服务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89 . 2%，文

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54 . 7%。 (王雨萧)

世纪卓越投资管理公司

经营异常

导报讯(记者 杜海)青岛

市崂山区市场监管局日前出具

的决定书称，经查，世纪卓越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因通过登记

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联

系，违反了相关规定，该局决

定将其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天眼查的信息显示，世纪

卓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

金1亿元，法定代表人为廖华林

(持股比例100%)。公司注册地位

于青岛市崂山区，经营范围包括投

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创

业投资、投资咨询(非证券类业务)

以及供应链管理咨询服务等。

产业动态
Chan ye dong tai

E

“不出境留学”推动市场逐渐复苏

“云留学”的苦与乐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近日，本硕博出国留学

申请人数激增50%，创历年

新高，一时间冲上各大热搜

榜。《胡润2020中国高净值

人群需求管理白皮书》数据

显示，对本科和硕士阶段而

言，大部分的意向留学生并

不打算放弃留学，而是选择

推迟留学计划或更改留学目

的地。

受疫情影响，众多海外

高校不得不采取线上授课形

式，“不出境留学”的“云留

学”成了常态。2021年，随着

疫情防控常态化，留学市场

又呈现出什么样的新变化？

倒时差听课

“学校进行远程授课，

一天的课程是6小时，从清晨

6点开始一直到中午基本上都

要盯着屏幕，下午一般会根

据教授的授课内容进行复习

或者查阅资料。”赴澳留学

生孙琦说，他在疫情期间返

回国内，按照学校要求，在

新学期开始进行线上复课。

为了符合澳洲本地上课时

间，孙琦每天早上5点40分会

按时起床，为6点开始的网课

做好准备。

自从2020年3月澳洲宣布

关闭国境以来，数以万计的中

国留学生滞留海外、无法返

回。虽然这一年的时间里，澳

洲政府曾多次将留学生返澳

计划提上日程，但是至今都未

能全面推广实施。像孙琦这样

的留学生不胜枚举，突如其来

的疫情和国际形势的变动打

乱了他们的留学计划。

孙琦感慨，自己比较大的

一个遗憾就是无法感受学校

的氛围，“在学校可以和同学

交流、和老师交流，可以结识

朋友，而上网课的环境就会缺

乏这些，所以就比较单调。”

从美国留学回到国内的

研二学生李雯，则选择了另外

一种模式。她在父母的帮助

下，进入一家外资企业实习，

开始了实习与网课两点一线

的生活：早晨九点赶到公司上

班实习，晚上下班回家后打开

网课系统学习一天的课程。

“我所在的美国大学的

网课分为直播和录播两种，

直播课结束后会发给学生录

播的链接和作业清单等。因

为时差，很多凌晨的课程只

能选录播，但也给了我时间

可以实习和工作。”李雯表示，

自己回国初期非常不适应，经

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现在心态

更加平和，无论未来是否选择

出国，她认为这都是人生经历

的一部分。

留学市场复苏

济南大三学生孙甜，正在

为赴日本留学做准备。“二外

选择了日语，虽然经历了疫

情，但仍然希望选择留学日

本。除了准备考研之外，大部

分时间还需要准备赴日本留

学的语言考试。”孙甜告诉经

济导报记者，疫情导致了日语

考试取消、申请进度受到影

响，家人也不同意自己出国，

但是她坚持提前做准备。

4月6日，经济导报记者

在调查走访中了解到，目前

国内的不少准留学生和希望

留学的预备留学生，都在积

极坚持学习或备考，以应对

即将复苏的留学。

济南一家留学中心负责

人刘淼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目前为了提升留学申请成功

率，不少中国学生开启了多

国联申的新模式。其中联申

最多的是英国，英国大学招

生服务中心(UCAS)的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1月29日，有

25810名中国内地学生递交了

本科课程申请，较上年同期

增长21 . 46%。与英国留学情

况相似，美国常春藤院校申

请量也不降反升。哈佛2021年

申请人数比去年暴涨57%，麻

省理工增加6 2%，耶鲁暴涨

38%，哥伦比亚大学暴涨49%。

“每一个学生，每一个家

庭，对于出国已经是非常理性

的状态，并且都做了长时间的

准备，疫情、办理签证、国际通

航受阻都给中国学生赴海外

留学带来极大挑战。目前为了

帮助学生合理规划留学方向，

我们也会指导学生进行多国

联申，很多原本要去美国的学

生同样会选择申请英国、德国

和新加坡等留学国家。”济南

万盛达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CEO林佳对经济导报记者表

示，2020年受疫情影响，签

证办理和国际通航都受到了

限制，这也为中国学生赴海

外留学带来了极大挑战。很多

国家承诺在2021年秋季学期

打开国门，实现线下教育，留

学市场或将迎来复苏。

国内集中授课

3月29日，国家研究型大

学——— 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

大学将因为疫情而滞留在中

国的留学生组织起来，正式

开启了2021年春季学期的线

下统一管理授课。学生们来

到北京交通大学唐山研究院

借读报到入学，这也是全俄

高等院校唯一一所为中国留

学生安排线下统一管理授课

的大学。

“疫情后，我们没有中

断学生的学业，通过腾讯会

议采取线上课程方式。随着

疫情发展，我们将所有学生

安置到友好合作院校北京交

通大学，借用大学联合模式

的优质资源，通过‘线上+

线下’的模式授课。学生统

一按照教学大纲，学习时间

由俄方老师进行远程授课，

老师可以通过视频摄像头看

到每一位学生的情况，完全

模拟和还原真实的课堂体

验。这样克服了学生在家无

管理的无秩序状态，课程知

识 的 传 输 有 了 充 分 的 保

证。”6日，伊尔库茨克国立

理工大学校长助理夏爽在接

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除了安排滞留在国内中

国学生集中网络授课外，还

安排了线下的语言授课。同

时，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国内

的社会实践活动，在清明前

夕，专门带领学生瞻仰了唐

山冀东烈士陵园，进行了爱

国主义教育。

据了解，目前国内不少中

外合作办学也采用了“不出境

留学”的模式应对疫情，并渐

成风潮。林佳表示，“不出境留

学”成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

国留学新的替代选择，比如纽

约大学的3000名中国留学生

可以在上海纽约大学开展学

习。“这些新的政策，对留

学领域有着怎样的长远影

响、是否会改变留学方式还

属未知，但短期影响开始显现

已是事实。”林佳认为，从单一

的应急到如今的常态化，这一

具有灵活性的“云留学”模式，

让世界各地的学生在如何以

及何时获得海外教育方面有

了更多的选择。

夏爽表示，中国留学生

是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

非常重视的留学生群体，采

取统一管理授课的模式，

能够让学生坚持学习，学

生可以无缝衔接课程，不

会影响任何学生的教学进

度 以 及 知 识 汲 取 。 下 一

步，学校将在4月组织学生

集体接种新冠疫苗，时刻准

备着中俄边境放开后，留学

生可以返回俄罗斯

继续求学。

猪价继续回落
鸡蛋行情回暖

导报讯(记者 吴淑娟)经济导报记者从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获悉，第12周(3月22日-3

月28日)，山东猪肉价格向下调整，继续探

底，但鸡蛋行情回暖，价格回升。

对全省26个集贸市场价格定点的监测显

示，截至第 1 2周末全省生猪出栏均价为

25 . 83元/公斤，同比降低25 . 92%，环比回落

3 . 55%；全省猪肉价格继续回调走低，均价

为44 . 56元/公斤，同比降低26 . 47%，环比回

落2 . 98%；生猪配合料价格为3 . 44元/公斤，

环比降低0 . 86%。仔猪价格也触顶回落，截

至第12周末，全省仔猪价格为95 . 73元/公

斤，同比升高8 . 12%，环比回落2 . 95%。

截至第12周，全省猪粮比价为8 . 85∶1，

环比回落2 . 21%。自繁自养生猪养殖利润约

为1200元/头，外购仔猪养殖出现亏损，约

为200元/头，亏损幅度有所扩大。

与猪肉价格回落不同，在清明节需求提

振下，尤其是随着学校以及工厂逐步复工、开

学，需求面趋增，全省鸡蛋价格继续回升。

截至第12周末，全省鸡蛋销售平均价格

为7 . 99元/公斤，同比升高22 . 92%，环比回升

3 . 36%。就全省监测的26个价格县来看，全省最

高价为8 .60元/公斤，最低价为7 .50元/公斤。蛋鸡

配合料价格与上周相比略降。第12周蛋雏鸡为

3 .23元/只，同比降低10 .28%，环比回升1 . 25%。

“3月处于节后猪肉消费淡季，供给端因

近期压栏牛猪加速出栏，短期供给宽松，猪价

承压回落。后市来看，随着清明节的到来，消

费需求有所上涨，猪肉市场或回暖，猪肉价格

短期内或将较难继续下跌。”山东省畜牧总站

分析师胡智胜表示。

胡智胜认为，随着生猪产量逐步缓慢恢

复，猪肉价格整体趋势性走低。考虑到猪肉

价格会受到政策、良种繁育、疫病防控水平

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预计今年猪肉价

格总体将呈震荡下行态势。

从鸡苗补栏来看，养殖户补栏情绪一般。

若后期鸡蛋价格上涨，则补栏情绪有望再次

被点燃。另外，随着气温逐步回升，鸡蛋库存

出库量逐步增加，鸡蛋供给压力犹存，近期价

格仍有下跌预期。

这一具有

灵活性的留学

模式，让学生在

如何以及何时

获得海外教育

方面有了更多

的选择
3月29日，伊尔库茨克国立理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北京交通大学唐山研究院借读报到

据新华社电 “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

对减税降费作出系列部署，打出为企业减负

的“组合拳”。进入4月，减税红利进入密集派

发期。4月1日起，对月销售额15万元以下(含

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应

对疫情部分税费优惠政策延续实施，包括支持

个体工商户复工复业、支持电影行业发展等税

费政策；集成电路产业和软件产业进口税收优

惠也开始实施……按照国务院部署，月内还

将有一系列利好企业的减税举措落地。

今年以来，接连几次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都对减轻企业税费负担作出部署。尤其是最

近一个月内，减税降费成为接连三场国常会

聚焦的议题。政策重点指向小微企业和制造

企业，包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所得税优

惠、增值税起征点、增值税留抵退税等多项

举措。还强调“在落实减税政策的同时，要

有序合理压减非税收入，坚决防止各种名目

乱收费增加企业负担”。

业内指出，在延续去年出台的阶段性减

税政策、不搞“急刹车”的基础上，新一轮减税降

费“稳”中有“新意”，新举措更加强调精准发力，

一方面精准滴灌小微企业，另一方面有利于制

造业企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企业。(孙韶华)

新一轮减税红利
进入密集派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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