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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疫情发

生以来，因为要戴口罩，人们大部分时间只

能露出半张脸， 眼睛成了大家装饰的重点。

美瞳对于女孩子们而言， 就相当于口红，是

日常颜值加分的神器、 妆容搭配的刚需，因

此美瞳市场迎来了高光时刻。 近期发布的

《2020年中国美瞳行业概览》显示，近年来我

国美瞳消费快速攀升，2020年销售规模超过

100亿元。 为此，腾讯、小红书等也入场加码

美瞳赛道。据悉，美瞳赛道今年前8个月已发

生融资6起，披露融资金额超8.8亿元。

美瞳赛道吸金超12.5亿

颜值经济盛行的当下，一个装点眼球的

小元素，逐渐撑起了一个大市场，引得一波

资本闻风而动。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目前，

我国美瞳赛道共发生16起投融资事件，主要

分布在上海、北京等地，披露融资总金额超

12.5亿元。其中2020年融资次数最多，共7起，

披露融资金额超3.6亿元；2021年前8个月已

发生融资6起，披露融资金额超8.8亿元。

从具体品牌来看， 企查查数据显示，主

打短抛期美瞳产品的“MOODY”获得融资

次数最多，在2019年~2021年的3年间，共获

得了6起融资，披露总金额超4.4亿元，投资

方包括高瓴资本、梅花资本以及腾讯投资和

小红书。

另外，“4INLOOK”“KILALA可啦啦”和

“可糖CoFANCY” 均获得了3次融资， 其中

“KILALA可啦啦” 披露的融资总金额最高，

超5亿元，投资方包括红杉资本、真格基金、

碧桂园创投等。

74%的美瞳企业成立于近三年

企查查数据显示，全国范围内现存2114

家美瞳相关企业。 从成立时间来看，有1574

家企业成立于近3年，占比总量的74%。

从美瞳相关企业的注册量增长趋势来

看，近3年注册量均超过400家。 其中，2018年

新增490家， 同比增长35%；2019年新增596

家，同比增长22%；2020年略有下降，新增488

家；今年前8个月新增236家。 由此可见，大多

数美瞳企业是在近几年看到市场热度后，才

选择入场。

从地域分布来看， 企查查数据显示，广

东省拥有的美瞳相关企业数量最多， 达403

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分别以219家、207

家、197家和189家位列第二梯队； 河北、湖

南、江苏、陕西以及四川则位列第三梯队。

据新华社电

国家统计局15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继续保持

恢复态势，转型升级持续推进，创新活

力不断释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质量

效益稳步提高，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

区间。

工业生产稳定增长， 高技术制造

业增长加快。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 两年平

均增长5.4%。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8.3%， 两年平均增长

12.8%。

固定资产投资平稳增长，制造业和

民间投资增长较快。 1月至8月， 全国

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

同比增

长 8.9% 。 其中， 制造业投资同比增

长15.7%， 民间投资同比增长11.5%。

市场销售保持增长， 升级类商品

消费较为活跃。 8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34395亿元， 同比增长2.5%。 其

中， 限额以上单位体育娱乐用品类、

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

增长22.7%、 20.4%。

货物进出口加快增长， 贸易结构

持续优化。 8月份， 货物进出口总额

34293亿元， 同比增长18.9%， 比7月份

加快7.4个百分点。 进出口相抵， 贸易

顺差3763亿元。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青年人城镇

调查失业率下降。 8月份， 全国城镇调

查失业率为5.1%， 与7月份持平。 其

中， 16岁至24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15.3%， 比7月份下降0.9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 8月份国民经济继续

保持恢复态势。 但也要看到， 当前国

际环境复杂严峻， 国内疫情多点散发

和汛情等自然灾害对经济运行的冲击

显现， 经济恢复的基础仍需巩固。” 国

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当日召

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说。

付凌晖表示， 下一步， 要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 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加

快构建新发展格

局， 有效实施宏

观政策跨周期调

节， 巩固拓展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成果，

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电

为进一步提升

企业研发积极性， 激发企业创

新活力， 国家税务总局14日发

布 《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

告》。 公告指出， 今年10月份

纳税申报期， 在允许企业享受

上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基础

上， 将再增加一个季度优惠。

作为促进企业技术进步的

一项重要税收优惠政策， 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 通俗地说， 是

指企业实际发生研发费用就可

以依法享受到相应的税收优惠

措施。

公告明确， 企业10月份预

缴申报第3季度

（按季预缴 ）

或9月份

（按月预缴 ）

企业所

得税时， 可自主选择就前三季

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

政策。 对10月份预缴申报期未

选择享受优惠的， 可以在2022

年办理2021年度企业所得税汇

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考虑到部分中小微企业财

务核算水平不高， 公告还对研

发支出辅助账样式和要求填写

的信息进行了简化优化 ： 由

2015版“4张辅助账+1张汇总

表”， 调整为2021版“1张辅助

账+1张汇总表”。 2021版辅助

账样式发布后， 2015版辅助账

样式继续有效， 企业可选择使

用， 也可按规定自行设计辅助

账样式。

对于研发费用中“其他相

关费用” 限额的计算方法， 公

告也做出新的调整： 企业在一

个纳税年度内同时开展多项研

发活动的， 由原来按照每一研

发项目分别计算“其他相关费

用” 限额， 改为统一计算全部

研发项目“其他相关费用” 限

额， 简化了计算方法， 允许多

个项目“其他相关费用” 限额

调剂使用， 总体上提高了可加

计扣除的金额。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是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有效政

策抓手。”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

财税政策与应用研究所所长

李旭红表示， 与现行允许享

受上半年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政策相比， 今年再多增加享

受一个季度税收优惠 ， 并优

化简化研发支出辅助账样式

， 可帮助企业更早更便利享受

优惠， 以减税激发企业增加研

发投入、 促进技术创新的积极

性。

8月份国民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主要宏观指标处于合理区间

税收优惠再加码！

我国激励企业

加大研发投入再出实招

类别

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月至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8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4395亿元

8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34293亿元

8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

主要经济数据表现

数据表现

同比增长5.3%

同比增长8.9%

同比增长2.5%

同比增长18.9%

与7月份持平

美瞳赛道强势吸金

今年融资已超8.8亿

腾讯、小红书等也入场加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