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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第九大街

从地域来看，独角兽企业仅分
布在全球 29个国家、145个城市。其
中，233家分布于美国、227家分布在
中国，中美两国的独角兽企业合计
占比达八成；英国和印度分别以 24
家和 21家排在第三和第四；以色列
以 8家独角兽企业排名第七。

从城市来看，北京是全球“独角
兽之都”，有 93家；旧金山为 68家；上
海以 47家排名第三。独角兽企业数

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中，有 9个在中国
或美国，伦敦是唯一的例外。

本次上榜的独角兽企业平均年
龄为9岁。

新鲜血液方面，有33家企业成立
不到 3年，其中一半以上来自中国。
去年从京东拆分出来的京东健康，为
榜单上最年轻的独角兽企业。另外，
有 8家独角兽企业成立时间不到两
年，其中5家来自中国。

鼓励更多景区施行临时免费

业内人士将此次《通知》称为河南文
旅行业恢复发展“豫九条”。

《通知》提出，鼓励旅行社组织国内
游客来豫旅游、鼓励各地发放文化旅游
消费卡、鼓励景区景点对游客实施临时
免费措施、提高游客满意度、丰富旅游产
品供给、建立省市县联动支持机制等九
条促进省内文旅市场恢复发展的意见。

河南商报记者注意到，在鼓励景区景
点对游客实施临时免费措施方面，鼓励全
省A级以上景区在2020年年底前周一到
周五工作日期间对全国游客减免门票。

在建立省市县联动支持机制方面，
《通知》提出省级将安排 2000万元旅游
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市县出台的奖励补
助政策，如旅行社奖励、景区门票减免补
助、旅游专列国内包机奖励等进行奖励
性补助。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表示，
文旅业在疫情期间停摆，损失很大。这
2000万元资金将优先奖励起到表率作用
以及做出突出贡献的旅游企业。

预售、免票、办音乐节

在文旅行业受到重创的情况下，省
内却涌现出了逆风而上的“优等生”。

“上半年云台山接待游客 238万人
次，与去年同期持平。7月份我们的游客
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分别较去年同
期增长了 13%和 10%。”云台山风景名
胜区管理局局长马春明在现场介绍。

河南商报记者了解到，云台山之所
以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主要是有四招。
马春明介绍，一是通过网上推出“百元年
票”，8天热销 25万张，实现收入 2500万
元；二是推出云台山汉服花朝节；三是 6
月份又推出省内游客免门票活动，拉动
了夜游、索道、玻璃栈道等收入大幅提
升；四是在暑期举办云台山电音节，吸引
了大批年轻游客。

白云山景区也在 7月份实现了同比
增长。“景区对外恢复开放前，我们就进
行了提前宣传预热，推出了9.9元预售活
动，提前锁定消费客户。”白云山旅游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兰海波介绍，开园后
先后推出了对医务人员、教师、学生等特
定群体免票等门票价格优惠政策。根据
不同的节点，还策划了一系列活动，使白
云山品牌得到了有效的传播。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发布，中国227家企业上榜，蚂蚁集团排名首位，全球前十中6家是中国企业

华兰疫苗成河南首家独角兽企业
华兰疫苗以100亿元的估值排名全球第256位，在国内榜单排名第78位

8月4日，胡润研究院发布了
“2020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和
“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活跃投资
机构百强榜”。数据显示，全球有
586家独角兽企业上榜，比去年增
加92家，蚂蚁集团以1万亿元（人
民币，下同）的估值蝉联第一，字
节跳动以5600亿元的估值位列
第二。十强中，6家企业来自中
国，中国企业更是包揽了独角兽
榜三甲。

值得一提的是，华兰生
物疫苗股份有限公司（简称
“华兰疫苗”）以100亿
元的估值上榜，排名全
球第256位，这也
是首个登上独角
兽榜单的河
南企业。

我省发布“豫九条”助力文旅业恢复

鼓励全省A级以上景区
年底前工作日减免门票

为加快促进旅游市场恢复发展，8
月4日，河南省4厅局联合发布《关于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情况下加快促进旅游市
场恢复发展的通知》（简称《通知》）。其
中提出了鼓励各地发放文化旅游消费
卡、鼓励景区景点对游客实施临时免费
措施等意见。

河南商报记者 郭丁然

全球独角兽企业前十

全球独角兽企业总部数量前十

本次榜单估值计算的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数据显示，全球有
586家独角兽企业上榜，比去年增加 92
家，其中142家为新面孔。

在排名前十的独角兽企业中，中国企
业占据六席，前三名位置与2019年相同。

最近公布科创板和港交所上市计
划的蚂蚁集团，以 1万亿元的估值蝉联
榜单第一；因成功出海产品TikTok被美
国强制出售而引发广泛关注的字节跳
动以 5600亿元的估值蝉联全球估值第
二高的独角兽；滴滴出行则蝉联榜单第
三，估值为3700亿元。

另外，陆金所、快手和菜鸟网络等
中国企业也进入TOP10。

10强榜单中，SpaceX以2500亿元的
估值位列第五。这家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的创始人正是创办了特斯拉的“硅谷钢
铁侠”埃隆马斯克。今年，该公司将两名
宇航员送入国际空间站，并于近日成功
返回地球，吸引了世界的关注。甚至有
资本市场预估，未来这家公司的市值将
超越在美股一路高歌猛进的特斯拉。

此外，快手、菜鸟网络和Palantir为
今年首次进入前十名。

此次上榜的独角兽企业，总价值
12.9万亿元。其中，89家独角兽企业的
估值出现增长，总部位于旧金山的支付
平台 Stripe估值增长最为迅猛，增加了
900亿元，排名上升至第五；快手的估值
也有较高增长，上升 750亿元，估值达
1950亿元。

中国企业包揽了
全球榜单前三名

在全球独角兽榜单中，首次出现
了河南企业的身影。总部位于河南
新乡的企业华兰疫苗，以 100亿元的
估值，在榜单上排名第 256位。在国
内独角兽榜单中，华兰疫苗与便利
蜂、曹操出行等并列全国第78位。

华兰疫苗是华兰生物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简称“华兰生物”）的控股子公
司，该公司于 2005年成立，主要从事
疫苗制品研发、生产及销售。河南商
报此前的报道显示，2015年开始，疫
苗业务逐步成为华兰生物营收的又一

支柱。目前，华兰疫苗已成为我国最
大的流感病毒裂解疫苗生产基地，流
感疫苗产品市场占有率居国内首位。

华兰生物在今年4月的公告中提
到，将会分拆华兰疫苗至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6月 30日晚间，河南证监局
网站已挂出了华兰疫苗辅导备案公
示。公示显示，华兰疫苗拟在A股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正在接
受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其进
行辅导，已于 6月 30日在河南证监局
进行辅导备案。（据胡润百富官网等）

排名 企业名称 估值（亿元） 总部
1 蚂蚁集团 10000 杭州
2 字节跳动 5600 北京
3 滴滴出行 3700 北京
4 陆金所 2700 上海
5 SpaceX 2500 洛杉矶
5 Stripe 2500 旧金山
7 爱彼迎 2450 旧金山
8 快手 1950 北京
9 菜鸟网络 1900 杭州
10 Palantir Technologies 1800 帕洛阿尔托

国家 独角兽企业数量 城市 独角兽企业数量
美国 233 北京 93
中国 227 旧金山 68
英国 24 上海 47
印度 21 纽约 33
韩国 11 深圳 20
德国 10 杭州 20
巴西 8 伦敦 16
以色列 8 帕洛阿尔托 12
法国 7 南京 11
瑞士 5 雷德伍德城 10

北京93家独角兽企业，为全球之最

华兰疫苗成我省首家上榜企业

独角兽企业一般指投资界对10亿美元以上估值，并且创办时间相
对较短（一般为十年内）还未上市的企业的称谓。此次《2020胡润全球
独角兽榜》列出的，均为成立于2000年之后、估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
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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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角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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