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知道，在核心技术芯片这一
块，一直是中国科技公司难以掩盖
的痛！而在手机领域这一块，研发
手机芯片的中国企业少之又少。
每一年，外企要在芯片上赚走中国
百亿，甚至千亿的费用！

芯片如同人体的大脑。对于
国产厂家而言，芯片不仅决定着
设备的运行能力，芯片技术的高
度，也直接影响中国科技公司在
国际的话语权。

在芯片上，中国每年进口付
出的代价超过2000亿美元，一年
进口芯片总值已经超过石油。虽
然进入 4G 时代，国产手机销售
量大幅增长，创造了全球手机十
强占七席的成绩。风光背后，依
然是国际芯片市场没有话语权，
而利润也是非常薄弱！

我国每年生产全球 77%的
手机，自主芯片却不到 3%！一
直被高通领头的外企所压制，始
终不能进入顶级梯度。一旦外企
对我们停止供应芯片，后果不堪
设想。这也成了外企牵着我们走
的霸权。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接受
大部分钱被外企分走的残酷事
实。这也刺激了中国企业要在芯

片 领 域 建 功 立 业 的 心 。 单 单
2015 年，华为公司投入研发费用
超过 154 亿美元，要知道苹果才
81.5 亿美元，高通也只有 55.6 亿
美元，疯狂的投入，表露了势必要
拿下这一核心领域的决心！

但在较于外企，国企的起步晚，
也造就了这条路走得异常艰辛！

在 2016 年 3 月 的“ 芯 片 ”
CPU 性能评测中，高通、苹果、三
星占据了榜首前三，国产华为海
思麒麟成了唯一的国产进入榜
单，但差距还是很明显！同样在
GPU 性能中，国产华为更是远远
落后于别人！

截至目前，手机CPU性能排名

梯队中，2016年第三季度发布苹果
A10，骁龙821占据了榜首。

但付出总是有收获的一天，今
天华为打出了漂亮的一枪！短短时
间，华为研发的芯片再次迈出了一大
步！不仅补足了 GPU 的性能短板，
更有叫板业界顶级水准的能力。

性能方面，比上一代更有着

180%的巨大性能提升。另外，麒
麟 960 还率先完整支持 Vulkan 图
形标准，对 CPU 负载较重的图库、
UI 特效等，都有大幅提升。闪存读
写方面，连续读取在 800MB/s 左
右，写入在 170MB/s 左右，4KB 随
机读取超过140MB/s，随机写入接
近13.8MB/s。在14个常用应用的
打开速度测试中，较于ipone7plus
和 三 星 note7 有 13 项 的 领 先 。
DDR 内存的带宽和时延也是主流
SoC中最强。而在通信语音质量上
也优于iPhone7plus。

2015 年，华为其它技术已经向
苹果公司许可专利 769 件，苹果公
司向华为许可专利仅为 98 件。这
意味华为开始向苹果公司收取专利
许可使用费。也是中国企业第一次
向世界巨头迈出霸权的第一步。

另一个可喜的消息是，据数据
调查显示,截止到今年 9 月，我国自
主研发的麒麟系列芯片在全球累计
销售超过 1 亿套，这是一个历史里
程碑，更是“中国芯”在世界范围内
的一次冲击！

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核心科
技更是大国强国不可或缺的因素。
只有掌握了核心技术的国家才更有
主动权。我国在手机芯片，太空技
术等等领域的不断突破和超越，标
志着中国的强势崛起！

来源：互联网热点

华为成功自主研发新一代麒麟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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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举行的
2016 年度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
览会（CES）上，尽管展出了大量
的智能手机、无人机、3D打印机、
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设备以及
自动驾驶汽车和联网汽车等等新
产品，然而最吸引众人眼球的、唱
主角的，还是形态多样、功能各异
的机器人，它们的看、听、感觉和
对周遭环境作出反应的能力越来
越强，将会进一步改善人类的日
常生活和工业经济状况。

一款名为Dboule的机器人，
它的使命是帮助使用者在同一时

间身处“两地”。这款机器人是在
一根长杆的顶端安装了一个屏幕，
通过下面轮子的移动，可以帮助企
业的领导和雇员远程“现身”会议。

与此可媲美的，是美国适特
保科技公司研发的机器人Beam,
这款机器人使得以揭露国家监视
行为而闻名于世的美国中央情报
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得以首
次出现在 CES 现场的屏幕上，并
发表演说，认为这次展出的技术
有着巨大潜力，只要能够考虑到
隐私和安全问题所提出的挑战。

在 CES 现身的机器人还有

Budgee 和 Laundroid, 前 者 可
用帮助主人搬运购物时的大小袋
子，后者可以帮助主人叠起洗好
的衣服，打扫房间卫生，提供侍酒
等餐饮服务。

中国电子巨头海尔公司展出
的智能机器人 Ubot 也颇受人们
青睐，它就像你的私人助手，能帮
你打开电视、空调等所有家用电
器，即使你不在家中，也能帮你监
控。这家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
的目标是简化你的生活，处理所
有你担心的事情，包括你与孩子
的信息交流。在中国，由于大量

独生子女的存在，家长普遍担心孩
子今后会孤单；虽说最近开放了二
孩政策，但是许多人养不起第二个
孩子，许多孩子的妈妈普遍希望能
有一个讨人喜欢的小机器人，在晚
上给活蹦乱跳的孩子朗读经典的睡

前故事。于是这一类机器人应运而
生，它们不再是一件玩具，而是一个
寓教于乐的小伙伴或是小宠物。据
悉这类机器人今后也可以陪伴老
人，因而在市场上相当风靡。

作者：王瑞良

机器人在国际展上唱主角

这是一个可以装下一吨纯水的杯子。更严格的说，它是
一个吸管。

这个神奇的杯子叫：LifeStraw 生命吸管。这个吸管是
放在配套的杯子里的，有了这个吸管，任何水你都能喝。

《纽约时报》把它称为能够挽救生命的净水器，《福布斯》
的评价是会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十件物品之一。

LifeStraw 由 Vestergaard 生产，这家公司致力于用创
新高效的解决方式帮助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抵抗疟疾、艾滋病、
腹泻和疟疾。

这件黑科技最本质就是这个吸管。
在野外、山上、或者去旅行总要带水，但是无论你带多少

水 ，总 有 喝 完 的 时 候 ，而 LifeStraw 滤 芯 的 使 用 周 期 是
1000 升。就是一吨水！

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用，LifeStraw过滤的水到底有多干
净？经测试其水质超过美国 EPA 家庭饮用水标准，也超过
WHO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直接饮用水微生物过滤之特高标准。

那这个吸管的原理究竟是什么呢？
LifeStraw 的秘密就在于它实用的神奇过滤膜。这种

中空纤维膜，孔径仅 0.2 微米。只有水分子能够穿过，而
细菌、寄生虫都被阻隔在外。它能够过滤水中 99.9999%
的大肠杆菌、99.9%原生动物贾第虫和隐孢子虫等，并降低
浑浊度。

这个神奇的杯子定在在 30 美元左右，你觉得值得购买
吗？ 来源：科技新知

黑科技：
可生产一吨净水的杯子

年初新股申购的“游戏规则”
改变后，虽然中签率逐步走低，但
打新稳赚不赔的红包效应还是吸
引着越来越多的投资者。然而，
很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在自己每
次冲入网上打新大战铩羽而归
时，网下打新的高中签率却让另
一些人赚得“盆满钵满”。

据了解，网上和网下申购新

股的规则不同，与网上打新“中还
是不中”相比，后者更多是“中了
多少”的问题。目前，一些以“网
下申购”新股为投资策略的基金
对外宣称保证申购新股的中签率
能够达到90％以上。

允能基金投资总监刘磊说，
网上打新采取的是按市值申购和
配售的方式，投资者根据持有的
股票市值申购相应的股数，且有
申购上限，所以中签率很低；而网
下申购采取的则是询价方式，由
于门槛较高，参与者相对较少，只
要询价合理有效，一般情况下都

能中签。
资金规模是参与网下申购新股

的主要门槛。自今年 1 月份取消投
资者申购新股预先缴款后，沪深交
易所规定参与网下配售投资者的基
本门槛均是持有 20 个交易日平均
市值1000万元以上的流通市值。

由于网下申购火爆，新股承销
商也提高了网下申购的资金门槛。

“对于申购新股的资金门槛，沪深两
个市场已普遍分别提高至 3000 万
元。有的新股申购资金门槛甚至提
高到单边市场 5000 万元。”一家投
资机构的投资经理介绍。

从目前来看，近乎百分之百的
新股中签率正驱使越来越多的投资
者参与网下申购。上述投资经理
说，参与网下申购的个人投资者和
私募基金明显增多。

与此同时，资金门槛的提高也
进一步加大了申购新股中签率的差
异。“门槛提高卡住了一部分投资
者，网下申购的少了，更有利于具备
参与资格的投资者获配新股。”华融
证券财富管理中心副总经理肖波
说，门槛的提高，一方面将资金薄弱
的投资者拒之门外，另一方面，提高
了一些资金实力雄厚投资者的新股

中签率。
“事实上，当前申购新股的方式

类似于‘双轨制’。”肖波说，在两种
申购新股中签率存在明显差异的情
况下，“双轨制”的申购方式在某种
程度上存在不合理之处。具有资金
优势的投资者可以通过网下申购新
股的方式获得高中签率，而作为沪
深股市最大群体的中小投资者却无
缘参与。

有分析指出，目前打新收益基
本上是靠分享新股溢价，是否还有
必要区分网上网下值得研究。

据新华社

网上网下中签率有别

打新“双轨制”是否该改？

为增强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监管的有效性，推动商业
银行提升衍生工具风险管理能力，银监会 28 日就《衍生工具
交易对手违约风险资产计量规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要求商业银行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纳入全面风险
管理。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我国商业银行衍生工具交
易业务快速增长。规则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银行业实
际，提高衍生工具资本计量的风险敏感性，重新梳理了衍生工
具资本计量的基础定义和计算步骤，明确了净额结算组合、资
产类别和抵消组合的确定方法，分别规定了不同保证金安排
情况下风险暴露的计量公式。

规则要求商业银行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
险管理框架，建立健全衍生产品风险治理的政策流程，强化信
息系统和基础设施，提高数据收集和存储能力，确保衍生工具
估值和资本计量的审慎性。

银监会表示，将根据社会各界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
规则并适时发布。

据新华社

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

将交易对手信用风险
纳 入 全 面 风 险 管 理

28日A股高开高走，沪深指数连续三个交易日走高。
当日上证综指报3277.00点，涨15.06点，涨幅为0.46％。

深证成指以 11068.87 点收盘，涨幅为 0.29％。创业板指数则
以绿盘报收，全天跌0.07％后，收于2166.05点报收。

沪深两市逾 1200 只交易品种上涨，超过 1500 只交易品
种下跌。不计算ST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40多只个股涨停。

据新华社

沪深股指连续走高

日本政府正在考虑修订现行
特惠关税制度，修订后，中国等 5
国出口日本的产品很可能从2019
年起不再享受特惠关税待遇。

虽然日本政府强调修订的初
衷是让这一制度更有国别的针对
性，使特惠关税惠及真正需要这
一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但其真实
动机被认为是想借此扩大政府的
财政收入来源。

此间专家表示，如果中国不
能继续享受特惠关税，中国产品
在日本市场的竞争力将会下降；
但另一方面也会倒逼中国企业降
成本、调结构。

所谓特惠关税制度，是指对产
自发展中国家的特定进口商品适
用比通常税率低的特惠税率的制
度。这一制度的目的是扩大发展中
国家的出口，促进其工业化进程，
加速其经济发展。目前共有143个
国家和地区享受日本的特惠关税。

日本从 2000 年起针对特惠
关税设立了“特惠受益国除外”制
度，规定如果某个国家或地区人均
国民总收入连续 3 年超过 12736
美元，需要从特惠名单中剔除。根

据这一制度，此前已有阿联酋、以
色列、卡塔尔、韩国、文莱以及中国
香港、澳门、台湾等30多个国家和
地区不再享受特惠关税待遇。

本月 24日，日本财务省在关
税和外汇等审议会上表示要重新
审视特惠关税制度，计划新增“特
惠受益国除外”制度的条件，人均
国民总收入连续 3 年超过 4125
美元且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
重超过 1％的国家或地区也不能
再享受特惠关税待遇。

财务省在会议报告中以“参
考”的形式注解道，如果现在的收
入以及出口水平得以维持，那么
满足新增条件的有巴西、马来西
亚、墨西哥、中国和泰国。

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市场业务
部中国组负责人成玉麟27日告诉
记者，特惠关税是日本《关税暂定措
施法》中的条款，本次修订是在《关
税暂定措施法》框架下的关税制度
修订，难度不大，财务省可以通过政

令方式实施。而且，本次重新审视特惠
关税制度的动议正是财务省自己提出
的，因此修订实施的概率极高。

从财务省报告所附资料来看，
提出本次修正的意图是向欧盟和加
拿大等已将“高中收入”国家和地区

（世界银行的统计将中等收入国家

又分为高中收入国家和低中收入国
家）排除在特惠关税适用对象范围
之外的发达经济体靠拢，特别是效
仿加拿大增列世界出口总额占比这
一条件。日本财务省此举表面上是
想纠正近年来特惠关税制度受益国
集中在一部分高中收入国家和地区

的现状，使特惠关税惠及真正需要
这一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但实际动
机被媒体认为是想借此增加政府的
财政收入。据统计，因为实施特惠关
税，日本每年在关税方面的损失达
330 亿日元（约合 2.95 亿美元），而
上述五国就占了300亿日元。

财务省报告中写明，作为过渡期
的修订适用对象，从2017年4月1日
至2020年3月31日，中国对日出口
17类农产品的大部分税率将比现行
税率提高 2.4 至 2.5 个百分点，有 60
余类现进口关税最低为免税的工矿
产品，税率将增至世贸组织相关协定
规定的2％左右至8％左右。

成玉麟指出，税率上升将降低
中国产品相对享受特惠关税待遇的
同类对日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拉低
中国的相关出口，但另一方面也会
倒逼中国出口商进一步提高生产
率，降低生产成本或调整、提升出口
产品结构等，驱动革新。

对日本来说，提高关税税率确
实会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但也会增
加日本工矿类加工制造和研发企业
的使用成本，普通消费者也会为进
口产品加税提价买单。

成玉麟还表示，针对此次关税
政策调整，中国可与日本政府在世
贸组织规则框架内开展磋商和协
调，以避免贸易摩擦。 据新华社

考虑修订特惠关税制度——

日本在打什么算盘？

上证综指 3277.00 +15.06 +0.46％
深证成指 11068.87 +32.34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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