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2日讯 今天，中
国先进材料产业创新与发展大
会暨2020长沙新材料产业博览
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召开。三湘
都市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博览会
将于11月6日至8日在湖南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将有20余位两院
院士参会，600余家新材料企业
参展。

本届博览会以“创新、发展、
应用”为主题，采用“展+会”相结
合的形式，现场将举办2场大会、
10余场专题论坛。博览会的展览
面积为2.2万平方米，将设置先进
储能材料、先进化工材料、先进
陶瓷材料、先进金属材料、新材
料检验检测仪器、装备以及省外
区域重点材料6个展区， 预计将
有600余家优质企业参展，2万多
名来自全国新材料行业的专家、
企业代表参会。

值得一提的是， 本届博览会
将吸引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干勇
院士、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院
士、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校长徐惠
彬院士等20余名两院院士出席，
部分院士将在中国先进材料产业
创新与发展大会或专业论坛上作
主题演讲。

中国金属学会副秘书长、中
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秘书
处负责人赵晶介绍， 活动还将邀
请中国科协先进材料学会联合体
13家材料领域国家级成员学会参
会，包括中国金属学会、中国有色
金属学会等， 为与会者搭建前瞻
性、专业性、权威性的交流平台。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陈瑜玲

本报10月12日讯 今
日，2020年全国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活动周湖南分会场新
闻发布会举行。 三湘都市报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双创
周” 将于10月15日-21日在
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将
开展主题展示、 云上人才供
需见面会、 创新创业大赛等
11项重点活动。

首次运用数字化手段
推动全民深度参与

“本次活动以‘创新引
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为主
题，在举办线下展览的同时，
首次运用数字化手段， 采用
三维虚拟现实技术和多媒体
互动手段叠加图文、 音视频
等多种形式。”湖南省科协党
组成员、副主席张辉学介绍，
活动周前后还将开展系列预
热和后续活动， 如“创响中
国”系列活动，以及“双创”示
范基地开展的各类创客沙龙
等活动，推动全民深度参与。

其中，主题展示线下展
示面积达3000平方米，将展
示121家创新创业企业、31
个双创人物典型。 湘江新
区、湘潭高新区、中南大学
三家国家级双创示范基地，
以及株洲高新区等三家创
建中的国家级双创示范基
地将做特色化的展示互动。

“智湘汇” 双创项目路

演投融资峰会暨创新创业
项目对接会则从各单位推
荐的100个项目中遴选了12
个项目参与路演， 由全国7
家投融资机构代表组成评
审团进行现场点评。 同时，
还组织了30余家投融资机
构、38个全省优质创新创业
团队和项目参加对接会。

我省已连续举办5年
“双创”成效不断呈现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双
创周” 已经成为我省展示双
创成果、 汇聚双创要素的重
要平台。 我省已经连续五年
举办全国“双创”活动周湖南
分会场活动， 重点推介50余
项活动，持续组织开展“创响
中国”系列活动，全省举办各
类创新创业赛事活动6000
多场。

同时，湖南“双创”成效
也在不断地显现： 第三代杂
交水稻、智轨列车、时速160
公里商用磁浮列车、1000千
伏现场组装式变压器等创新
成果领跑世界……2020年
1-8月， 全省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同比增长35.3%， 继续
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其中，计
算机、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等高新技术制造业投资
增长82.1%。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蒋沐晨

兑1万美元比年中少花4000元人民币
央行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 建议：没必要一次性完成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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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2日讯 “孩子在
国外念书，花销不小，现在换汇很
划算，能省不少钱。”今天，长沙市
民陈先生在向银行咨询了近期的
汇率情况后， 决定这几天抽空前
去兑换些美元。

通过算账不难发现，5月29
日，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是
7.1316， 当时兑换 1万美元需
71316元， 而目前只需67126元，
不到5个月时间就能省下4190元。

有家长开始忙换汇

追溯最近这波人民币升值的
起点， 便是在今年的5月29日，当
时是人民币7.1316元兑换1美元，
之后人民币兑换美元汇率开始逐
步升值， 最近几个交易日升值幅
度加大，10月12日达到6.7126元
兑换1美元， 创下2019年4月以来
的新高值。

人民币升值后， 对于持有美
元及相应资产的群体而言属利
空。但是，对于有留学、出境游、海
淘等需求的市民来说， 这些方面
的花费则会省下不少钱。

长沙市民陈先生的孩子在美
国读博士， 家里每年支持孩子的
生活费需要2万美元左右。陈先生
说， 他是在一个留学家长的交流
群中获知的消息， 有家长转发了
最近人民币接连升值突破多个重
要关口的新闻， 多位家长都决定
这几天去兑些美元给在国外留学
的孩子。

10月12日， 记者从长沙多家
银行网点获悉， 近期来兑换美元
的市民增加了不少， 除了人民币
升值外， 疫情影响逐渐减弱也是
一大原因。

央行出手“稳汇率”

人民币为什么会大幅升值？有
专家解释称，人民币汇率变化反映
了国内经济基本面的好转，特别是
相对于海外较早控制住疫情，经济
得到有效恢复， 货币政策灵活适
度。 而美联储货币政策极度宽松，
造成美元贬值预期明显，在经济发
展、 政策预期相对差异情况下，人
民币汇率出现大幅度升值。 此外，
包括中国央行利率政策的影响，中
国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供外国机
构投资人参与，富时罗素全球政府
债券指数纳入中国国债将吸引资
本流入中国债市等都影响到人民
币升值。尽管人民币升值看起来很
凶猛，但从全球范围看，升值幅度
不算太大。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人民
币汇率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
动，弹性增强，市场预期平稳，跨境
资本流动有序，外汇市场运行保持
稳定，市场供求平衡。为此，自10月
12日起，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
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
下一步，央行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
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
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稳定。

国际金融问题专家赵庆明认
为， 央行在2018年8月把远期售汇
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
20%， 当时的主要考虑是防止人民
币出现较大幅度贬值，在当前人民
币大幅升值的背景下，所以重新把
准备金率调整为0。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未
来不会出现大升大贬情况，中长期
主要还是以稳中双向波动为主导。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陈瑜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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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2020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环洞庭湖站开幕仪式及南县至岳阳赛段
发车仪式在南县举行。首日南县至岳阳赛段长117.78公里，设定速拉力赛和直线加速赛两项
竞赛项目。经角逐，罗伟/罗培元（39号车）获本赛段定速拉力赛混合动力组冠军，纯电组冠军
是李嘉怡/孙亚娜（15号车）。10月13日，赛事将展开岳阳至长沙赛段的争夺。图为10月12日，
2020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环洞庭湖站在南县举行开幕式及发车仪式。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修梦依 摄影报道

本报10月12日讯 10月11日
晚，创业板明星公司蓝思科技发布
公告称，其已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
的批复，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的注册申请。蓝思科技拟发行
不超过13亿股， 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亿元， 用于产能扩建和技术改
造，涵盖智能穿戴、触控功能面板、
车载玻璃面板、3D触控面板建设项
目，以及工业互联网产业应用项目。

公告显示，在扣除发行费用后
的募集资金净额，蓝思科技将用于
5个项目，分别是：长沙（二）园智
能穿戴和触控功能面板建设项目，
投资总额为15.15亿元；长沙（二）

园车载玻璃及大尺寸功能面板建
设项目， 投资总额为 45.31亿元；
长沙（二）园3D触控功能面板和
生产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投资总
额为63.29亿元；工业互联网产业
应用项目，投资总额为21亿元；补
充流动资金20亿元。

预案显示，项目达产后，预计
将实现年产智能穿戴设备零组件
900万个， 实现年销售收入18亿
元； 车载玻璃及大尺寸功能面板
3719万件，年产值42.73亿元；消费
电子3D触控功能面板12015万件，
年销售收入约70.27亿元。

■记者 潘显璇

用于产能扩建和技术改造等项目

蓝思科技150亿元定增获批

全国“双创”活动周15日启动
湖南分会场活动将在郴州举行
将开展云上人才供需见面会等11项活动

20余位两院院士参会
2020长沙新材料展
11月上旬举行

建议

业内人士表示，对于有孩子留学的家庭来说，兑换外汇是刚性
需求，由于汇率是浮动的，往往难以预知，市民没有必要一次性完
成兑换， 在不着急的情况下， 一定时期内通过分批兑换的方式进
行，升值多兑，贬值少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

没必要一次性完成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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