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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值经济”魅力不减。同花顺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截至5月27日，医美概念指数累计涨幅达63%。

值得一提的是，“疯狂吸粉”的医美赛道仍有众多
问题亟待解决。5月 25日晚间，“每 3支医美针剂就
有 2支是假货”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央视一则调查
指出，在轻医美备受欢迎的同时，目前医美市场上流
通的针剂正品率仅为33.3%。

价格差异大
针剂正品率仅33.3%

据央视5月25日报道，近两年介于手术整形和生
活美容之间的轻医美备受大众喜爱，其中，以玻尿酸
为主要成分的“水光针”更是成为爆款。但调查发现，
市场上一剂“水光针”的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不
等。利益驱动之下，甚至出现了大量来源不明、没有
中文标识的水货、假货。

艾瑞咨询发布的《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业洞
察白皮书》指出，目前医美市场上流通的针剂正品率
仅为 33.3%，即每 3支针剂当中，就有 2支是水货、假
货等非法针剂。

上海市皮肤病医院医学美容科邬宗周医生向《证
券日报》记者介绍，目前市面上出现的不合规产品，大
部分打着“进口产品”的名号，“但根据国家医疗器械
相关法规规定，植入人体的都属于 III类医疗器械，即
使是进口产品，在外包装上也必须有中文说明，有中
文的品牌和名字标识。”

邬宗周提醒消费者，要对医疗机构提供的水光注
射产品的成分予以关注，“目前水光注射的产品主要是
小分子的透明质酸，这些透明质酸被注射到皮肤中，可
以让皮肤锁住水分，达到一段时间的锁水功效。但有
一些机构为了提高水光注射的销售价格，而增加了一
些五花八门的成分，这些成分是否真的有用，是否能够
被注射到人体中，需要爱美人士仔细考虑。”

为何市面上会出现如此多的水货与假货呢？天
津医科大学讲师王者香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这与医
美需求的攀升和不法商家对利润的追求有关。

“大量水货的出现，一方面提示我们医美市场的
需求量在近年节节攀高，正是因为有了较大的需求
量，所以才会有大量水货供应；另一方面，在利润的影
响下，一些人罔顾法律而过分追求利润，因此铤而走
险。”王者香说。

轻医美行业的利润有多可观？从上游企业的毛
利率数据中或许能一窥究竟。国泰君安数据显示，生
产玻尿酸等原材料的医美上游企业，正规产品的毛利
率在70%到80%之间。

巨大的价格差异，使得不少用户开始选择在家手
动注射。《证券日报》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发现，不少
店铺都在售卖品牌各异、来源不明的水光针原料，甚
至有产品名称为“便携水光仪”或“家用注射仪”，月销
量在数百件。

记者在一家自称售卖韩国进口水光仪的店内发
现，一款号称“负压不漏液”、“全自动”的水光仪产品
评论区内，有大量用户晒出使用后满脸带血的照片。
对于这种情况，客服向《证券日报》记者解释称：“只是
中胚层，就跟我们挤痘痘一样也会出血。做好消毒，
再敷‘医用面膜’就可以。”

“不能购买水光针产品在家中自行注射。”邬宗周
表示，水光针的医学术语叫水光电子注射，注射就存
在对皮肤的损伤，有破皮修复的过程，属于医疗行
为。医疗过程应该是在严格消毒具备无菌卫生条件
的医疗机构进行。

“自行购买水光针产品或在家中注射，容易造成
皮肤感染，这种感染有可能是局部的皮肤感染，也有
可能形成全身的脓毒血症，而对于鼻部周围的危险三
角区注射，还可能引起严重的颅内感染。因为不合规
产品没有经过国内的临床排异反应验证，因此更易形
成异物肉芽肿。”邬宗周向记者说。

业内人士建议
加强市场监管确保行业规范

而除了水光针，医美针剂的新爆款已在路上。
记者了解到，今年 4月 13日华东医药表示，公司

适用于皮下层植入，以纠正中到重度鼻唇沟皱纹的
“少女针”，已获得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注册证》。据
了解，该产品今年将会上市。此外，4月23日，全球医
美生物制药公司艾尔建美学宣布，乔雅登质颜获得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注册批准，该产品成为中
国首款且目前唯一一款获批用于唇部注射的玻尿酸
产品。同在 4月份获批的还有长春圣博玛生物材料
有限公司研发的“童颜针”（聚乳酸面部填充剂）。

二级市场的表现也反映了行业对新产品的期
待。以华东医药为例，同花顺数据显示，从今年年初
至 5月 27日收盘，按后复权分红数据计算，其股价涨
幅达83.88%。

对于轻医美的风靡。一位医美行业资深从业人
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轻医美属于简单基础的医疗
美容服务，商业模式极好复制，降低了医美机构对医
生资源的要求。

“水光注射风靡的这段时间，我们医院每年会接
待大量打了不合规产品来处理的患者，出现最多的是
比较难治疗的分枝杆菌感染和异物肉芽肿。有些可
以修复，但有一些仍会留疤。“邬医生介绍说，来求医
的患者中，有的是因注射不合规产品，有的则是因为
在无医疗资质的注射场所或由无证注射人员操作不
规范导致。

艾尔建美学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专
业人才的短缺一直是制约医美行业发展的瓶颈。公
司也打造了艾尔建学院，为国内医美医生提供专业培
训。此外，记者了解到，“少女针”上市在即，华东医药
已开展系统的医生培训，为下半年产品上市做准备。

“希望国家能够加大审查力度，来保证行业的规范
性。”王者香认为，靠消费者鉴别医美针剂是否正规并
不现实。但消费者在购买产品的时候，应该做到不单
纯考虑价格，而是综合考虑注射医美针剂机构的资质。

疯狂的轻医美：
针剂正品率仅三成
家用水光仪暗藏隐患

本报记者 苏诗钰

5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
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
长。1月份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5943.5亿元，同
比增长1.06倍，延续了去年下半年
以来的较快增长态势；与2019年同
期相比，利润增长49.6%，两年平均
增长22.3%（以2019年同期数为基
数，采用几何平均方法计算）。

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
同比增长57.0%，受上年同期基数逐
步抬高影响，增速较3月份回落35.3
个百分点；与2019年同期相比，利润
增长50.2%，两年平均增长22.6%，比
3月份加快10.7个百分点。

对此，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
统计师朱虹表示，今年以来，随着统
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进
一步巩固，市场需求持续恢复，工业
企业生产经营稳中向好，利润总额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企业质量效益
不断提升。

具体来看，各行业盈利均好于
去年同期。1月份至4月份，41个工
业大类行业利润同比均增加（或扭
亏为盈、减亏）。其中，有10个行业
利润增速超过100%，占比24.4%；有
14个行业利润增长50%-100%，占
比34.1%。与2019年同期相比，有30
个行业实现利润增长，占比73.2%。

上游采矿业和原材料制造业利
润快速增长。受市场需求改善、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上游
采矿业利润增长明显加快，原材料
制造业保持较快增长。1月份至4月
份，采矿业利润同比增长1.03倍，比
一季度加快25.8个百分点。其中，
油气开采业利润增长1.19倍，加快
101.0个百分点。原材料制造业利
润同比增长3.66倍，明显高于规模
以上工业平均水平，拉动规模以上
工业利润增长45.9个百分点。其
中，石油加工业在国际原油价格上
涨和需求回暖带动下实现扭亏为
盈，新增利润1658.3亿元；化学原料
和化学制品业利润同比增长2.72

倍，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
润增长4.16倍，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增长4.84倍。

中国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梁
婧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以
来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攀升、
环保政策趋严等因素影响下，原材
料价格上涨，这对中下游行业的影
响已经开始显现。石油、黑色金属、

有色金属、化学加工等原材料相关
行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总
体较上年年末下降，而偏中游的设
备类制造业、下游部分消费品行业
成本有所上升。需求回升拉动利润
上升，成本上升拉低利润增长，上游
原材料成本上升对中下游行业的影
响取决于这两股力量的对比，中游
行业的需求相对旺盛，成本上升的

影响相对较小，可以看到装备制造、
高技术类制造业盈利仍然保持较快
增长。下游消费品行业需求恢复较
慢，成本上升的影响则相对较大。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内外需相对积
极、供给相对偏紧的特征，导致需求弹
性发挥作用带动价格和净利润改善，1
月份至4月份PPI同比持续上行，预计5
月份PPI同比增长有望突破8%。

朱虹表示，总体来看，1月份至4
月份工业企业效益状况保持平稳较
快恢复态势，但也要看到，国外疫情
和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工业经济稳
定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效益
改善仍不平衡，尤其是部分消费品
行业盈利状况尚未恢复到疫情发生
前水平；加之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
行，加大中下游行业生产经营压
力。下阶段，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科学精准实施宏观政策，扎实做
好大宗商品保供稳价工作，不断巩
固经济稳定恢复基础，推动工业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

前4个月全国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06倍

本报记者 刘 萌

5月 2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高峰在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
2021年前4个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
情况。他表示，2021年 1月份-4月
份 ，我 国 对 外 全 行 业 直 接 投 资
2850.9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
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2228.7 亿
元，同比下降 5.2%。对外承包工程
完成营业额 2630.7亿元, 同比增长
3%；新签合同额 4639.3亿元，同比

增长 1.2%。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
类劳务人员10.4万人，4月末在外各
类劳务人员59.4万人。

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对
外全行业直接投资的同比增速慢于
一季度的 4.6%。对此，苏宁金融研
究院高级研究员付一夫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相比于一季
度，1月份-4月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
增速出现回落，不过这更多的是由于
基数效应和汇率变动等因素所致，而
印度等国家疫情的再度暴发也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 4月份的对外直接
投资规模，但波动幅度仍处于正常范
围内。如果单月比较，今年4月份比
去年同期还是增加了10%以上，说明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整体上依然保持
着不错的增长势头。

高峰在会上表示，今年前 4 个
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主要呈现以下
特点：一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投资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二是多个
领域对外投资持续增长。三是地方
对外投资占比近八成。四是对外承

包工程新签大项目较多。
财政部专家库专家、360政企安

全集团投资总监唐川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今年前 4
个月的数据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已发生深层次的转型，整体投资
格局从以往单纯的传统行业、传统
基础设施投资，逐步向新兴产业、新
基建领域扩展，同时亦带动更多国
家推进产业发展模式优化。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地
方为主体，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为

主导的投资正在增加，同时，带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仍是
海外投资的主线。”唐川补充说。

付一夫表示，我国对外直接投
资结构得到了进一步优化，流向制
造业、信息传输业领域的投资保持
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同时，我国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
继续稳步推进，既充分展现了我国
携手沿线国家发展共赢的承诺，也
反映出我国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中
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

1月份至4月份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3%

本报记者 王 宁

作为有效解决期货服务实体经济
“最后一公里”问题的主要举措，期货
交易所标准仓单交易平台实现了“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的跨越。在上期
标准仓单交易平台上线满三周年之
际，其服务产业企业的内容再度扩容。

5月27日，上期标准仓单交易平台
上线了石油沥青品种标准仓单交易业
务，记者了解到，石油沥青上市首日成
交16笔，成交金额2919.42万元。

上期所相关人士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接下来将结合高标准市场
体系建设要求，紧紧围绕已上市的
期货品种，逐步实现期货品种标准
仓单交易业务全覆盖，做大做强场
外业务，尽快上线商品互换等业务，
探索建设场内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
注册登记中心。

助力石油沥青产业
高质量发展

标准仓单业务是目前国内期交

所重点业务之一，截至目前，国内三
家期货交易所均不同程度地以不同
模式推动该业务发展。记者获悉，上
期所着力打造场内场外聚合、线上线
下融合和期货现货结合，以及商品金
融联合的综合化国际化一流衍生品
服务平台，推动实现大宗商品和资源
在全球范围内顺畅流动和优化配置。

上期所理事长姜岩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交易所作为大宗商品要素市
场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坚决增强全
球资源配置能力，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我国是石油沥青的生产和消费
大国，此次石油沥青品种标准仓单交
易业务在平台上线，是服务实体经济
的又一举措，将进一步完善能化产品
衍生品序列，为石油沥青产业链企业
提供更多个性化、差异化的风险管理
工具支撑，有利于促进石油沥青产业
高质量发展。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
书长祝昉也向记者表示，石油沥青是
国家重要的工业原料，在交通运输、建
筑、农业、水利工程等各个领域都有着
广泛应用。石油沥青产业高质量发展

对于实现“交通强国”目标具有重要意
义。石油沥青品种标准仓单交易业务
在平台上线，实现了“天天交易，日日
交割”，提高了石油沥青标准仓单的流
转效率，为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提
供了新的途径，对服务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具有重要意义。

上海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副
局长李军表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
建设，离不开门类齐全的金融要素市
场的发展。上期所在期现结合方面
的创新探索，将进一步夯实上期所重
要大宗商品交易中心、风险管理中
心、资源配置中心和定价中心的定
位，为助力上海成为国内大循环的中
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提供上期所价值。

据了解，自2018年5月28日上期
所推出上期标准仓单交易平台，有效
解决了期货服务实体经济“最后一公
里”问题，平台实现“从无到有”、“从有
到优”的跨越。目前，平台已上线铜、
铝、铅、锌、锡、镍、天然橡胶、白银、螺纹
钢、线材、热轧卷板、不锈钢、沥青等13
个品种的标准仓单交易，并相继推出

天然橡胶延伸仓单交易、仓单质押、现
货报价专区等功能，累计成交金额超
过4200亿元（单边统计），累计完成签
约交易商超过500家。仓单线上质押
业务累计通过银行向相关企业发放贷
款近5亿元，今年3月份，质押业务首
次与外资银行、外资企业合作，进一步
解决了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等问题。

交通银行等
成为首批指定存管机构

记者获悉，在上期标准仓单交
易平台推出的石油沥青品种，首日
合计成交16笔，仓单916张，仓单重
量 9160 吨 ，成 交 金 额 2919.42 万
元。同时，达成首批石油沥青标准
仓单交易的企业包括浙江济海、新
湖瑞丰、浙江宝盈、中石油燃料油
等；指定资金存管银行分别为交通
银行、工商银行、浦发银行和农业银
行；指定交收仓库分别为中化弘润
（厂库）、京博石化和中油高富。

据了解，上期标准仓单交易平
台上线 3周年呈现出运行平稳、规

模稳步上升的特征，上线以来平台
累计成交仓单 110.18万张（单边统
计，下同）、成交重量 1259.44万吨、
成交金额4247.63亿元。此外，交易
商结构不断优化，截至今年 5月 27
日，累计完成签约交易商 505家，累
计引入 14家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
行向交易商发放线上质押贷款 56
笔合计超4.73亿元。

据了解，目前平台指定的 8 家
结算银行分别为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等，平台制
定了完善的市场规则和风控体系，
并根据市场意见，适时对仓单交易
商准入制度、交易制度、结算制度以
及违约违规处理等内容进行修订，
确保仓单平台稳健运行。

上期所相关人士表示，上期标
准仓单交易平台落实服务实体经济
的宗旨，强化服务国家战略功能，初
步形成仓单升贴水报价机制，为推
动更加公平、透明的“期现联动”定
价方式奠定基础。同时，期现基差
保持平稳，基差的合理化，提升了实
体企业套期保值的效率。

上期标准仓单交易平台再扩容 石油沥青上市首日成交近3000万元

本报记者 昌校宇

5月27日，沪深交易所首批9只
公募REITs全部询价完成，并分别通
过上交所网站和深交所网站发布基
金份额发售公告，公布最终发行价
格。这标志着市场首批基础设施公
募REITs产品试点工作又迈出重要
一步。根据相关公告，上述9只公募
REITs将于5月31日正式开售。

机构投资者
参与积极性颇高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上交
所首批5只公募REITs分别为华安张
江光大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浙商证券沪杭甬杭徽高速封
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富国
首创水务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东吴苏州工业园区产业园封
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和中金
普洛斯仓储物流封闭式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预计募集规模合计超
170亿元。首批5单项目底层资产涵
盖收费公路、污水处理、产业园和仓
储物流四大类主流基础设施项目类
型，分布于北京、上海、江苏及浙江
等重点区域，原始权益人涵盖国企
和外资企业。

深交所首批4只公募REITs分别
为中航首钢生物质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首钢绿
能”）、红土创新盐田港仓储物流封
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场内
简称“盐港REIT”）、博时招商蛇口产
业园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场内简称“蛇口产园”）、平安广州
交投广河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
证券投资基金（场内简称“广州广
河”），预计募集规模合计超143亿
元。首批基础设施项目均位于京津
冀和粤港澳两大一体化发展重点区
域，项目类型包括垃圾处理及生物
质发电、产业园区、收费公路和仓储
物流等主流基础设施领域，原始权
益人回收资金投向强增量补短板领
域，是资本市场积极服务国家战略
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具体来看，首钢绿能的网下有
效报价认购倍数为11.13倍，最终发
行价格确定为13.380元；此次发售基
金募集的基金份额总数量为1亿份，
若本次发售成功，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约为13.38亿元（不含认购费用和利
息）；盐港REIT的网下有效报价认购
倍数为9.58倍，最终发行价格确定为
2.300元，总发售份额为8亿份，预计
净募集金额为18.4亿元人民币（不包
括利息和认购费）；蛇口产园的网下

有效报价认购倍数为15.31倍，最终
发行价格确定为2.310元，证监会准
予该基金发售的基金份额总额为9亿
份，若本次发售成功，预计募集资金
净额为20.79亿元（不含认购费用和
募集期利息）；广州广河的网下有效
报价认购倍数为4.56倍，最终发行价
格确定为13.020元，该基金被核准的
募集总份额为7亿份，据此计算，基金
发行规模或可达91.14亿元。

此外，从询价情况来看，机构投
资者参与公募REITs的积极性颇高，
券商自营、公募基金、私募基金、银
行理财子公司、保险机构等主流机
构投资者均有参与。同时，原始权
益人与机构投资者参与REITs战略
配售的热情也较高。其中，首钢环
境、银河证券等10家机构承诺认购
首钢绿能，合计占比为基金份额发
售总量的60%；盐田港资本、深国
际、泰康人寿等10家机构承诺认购
盐港REIT，合计占比为基金份额发
售总量的60%；招商蛇口、首钢基金
等11家机构承诺认购蛇口产园，合
计 占 比 为 基 金 份 额 发 售 总 量 的
65%；中信建投证券、银河证券等17
家机构承诺认购广州广河，合计占
比为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78.97%。

博时基金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
报》记者介绍，首批公募REITs的投资

人结构较为多元，还有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参与蛇口产园的网下报价。

“在国内公募REITs的试点阶
段，资产管理人是公募基金管理人
和第三方管理人的结合体。两方管
理人的合作分工机制是否合理、高
效，也是公募REITS产品管理结构有
效性的重要指标。”上述博时基金相
关负责人表示。

“询价规范、认购积极，体现出
市场对公募REITs试点的热忱期
待。”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而
审核简明、程序快捷，说明监管部门
对公募REITs试点工作高度重视。

可有效盘活
基础设施存量资产

当前环境下，开展基础设施公
募REITs试点具有重要意义，可有效
盘活基础设施存量资产，拓展基础设
施权益融资渠道，优化社会资源配
置，引导中长期资金参与资本市场，
并为投资者提供更加多样化的投资
工具和产品。同时，基础设施公募
REITs试点落地，将进一步推动创新
我国基础设施领域投融资机制，深化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增强
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粤开证券研究院负责人康崇利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首批基础设
施项目覆盖主流基础设施领域，优先
支持基础设施补短板行业及高科技、
特色产业园区等，聚焦优质资产，创
新规范并举，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原始权益人回收资金投向强增量补
短板领域，是资本市场积极服务国家
战略和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首批公募REITs产品吸引了较
多机构投资者，作为投资不动产的
低门槛金融产品，公募REITs与其他
金融产品之间的相关性较低，在资
产配置中能够起到分散风险的作
用。”康崇利认为，总体而言，投资公
募REITs风险相对较小，适合风险偏
好较低的稳健型投资者。对标海外
成熟的资本市场，未来我国公募RE⁃
ITs市场规模有望超过万亿元，成为
我国资本市场主流金融产品，更好
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全
局，也为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深交
所将继续认真践行“建制度、不干
预、零容忍”九字方针，贯彻“四个敬
畏、一个合力”以及“开明、透明、廉
明、严明”工作理念，在证监会领导
下，会同各方持续做好试点项目的
发售、上市、运行、监管各项工作，提
升试点质量，夯实发展基础。

沪深交易所首批9只公募REITs公布最终发行价格
募集规模合计或超31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