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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5月 11日，有 63家上市公司晒出 4月份相
关的经营数据，表现较为亮眼的行业分别为农林牧
渔、交通运输和新能源汽车。

多家新能源车企4月份销量大增

尽管今年以来，汽车行业遭遇了零部件短缺等
问题，但从 4月份数据来看，多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4
月份的销量都实现大增。

小康股份对外发布的2022年4月份产销快报显
示，公司 4月份新能源车产量为 7738辆，同比增长
182.20%，销量为 8552辆，同比增长 187.56%；1月份
至 4月份，小康股份新能源车累计产量为 25129辆，
同比增长 252.74%，累计销量为 22752辆，同比增长
199.64%。

比亚迪股份 4月份汽车销量为 106042辆，同比
增长 313%，环比增长 1%；1月份至 4月份，汽车销量
为 397420辆，同比增长 166%；其中纯电乘用车销量
为 200626辆，同比增长 267%，插电混动乘用车销量
为189586辆，同比增长700%。

易观分析汽车出行行业高级分析师何奇向《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比亚迪拥有较为完整的新能源汽
车行业产业链，涵盖半导体、动力电池、软件等新能
源汽车核心零部件，对外采购的需求相对较少。短
期看，新能源上游供应链问题依旧会持续。长期看，
随着疫情控制，相关供应链恢复，车企产能会逐渐提
升，另外，芯片短缺、电池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并
不会长远的影响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

北汽蓝谷发布公告称，北汽蓝谷 2022年 4月份
汽车总销量 2017辆，同比增加 96.21%；今年累计销
量约1.11万辆，同比增加166.63%。

根据吉利汽车控股公布的4月份销量数据：受部
分地区疫情反复和供应链持续短缺影响，4月份乘用
车销量72153辆，位居行业第二。新能源占比持续增
加，4月份吉利集团新能源领域车型销量15636辆，占
总销量比重约22%。

此外，力帆科技、中通客车 4月份销量均有所增
加。

值得一提的是，从首钢股份发布的4月份生产经
营快报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可以发现，新能源汽
车行业发展向好的态势。公告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
车用电工钢销量同比增长约67%。

农林牧渔板块出现分化

今年一季度，无论是生猪养殖还是肉鸡养殖板
块，上市公司集体业绩承压。4月份是否迎来拐点，
引发关注。

农林牧渔行业中的多个养殖类上市公司发布了
4月份经营月报。其中民和股份等上市公司多项经
营指标环比增加；仙坛股份、ST天山等上市公司多项
经营指标出现同比增加。

例如，从环比来看，民和股份发布的公告显示，
公司 4月份销售商品代鸡苗 2365.79万只，环比变动
19.64%；销售收入 5521.55万元，环比变动 175.50%。
从同比数据来看，仙坛股份称今年4月份实现鸡肉产
品销售收入 33702万元，销售数量 3.71万吨，同比变
动幅度分别为30.73%、38.80%。

ST 天山称，4 月份销售活畜 235 头，销售收入
374.63万元，环比变动分别为 32.02%、45.82%；同比
变动分别为100%、100%。

罗牛山则实现了同比、环比双增长。公司发布
的数据显示，公司2022年4月份销售生猪5.09万头，
销售收入 12959.82 万元，环比变动分别为 48.18%、
51.29%，同比变动分别为69.32%、58.99%。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游晓刚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目前鸡肉概念相关上市公司的4月份销售表
现一般，只有约一半上市公司销售同比增长，而猪肉
概念个股销售情况同比继续大面积下滑，相关企业
的盈利瓶颈依然是饲料成本较高，而市场需求能力
有限，不能通过涨价拉高销售收入。

“一般而言，猪肉企业在猪粮比 6:1的时候达到
盈亏平衡点，而当前猪粮比过度下跌低于5:1，近十年
低点，所以猪肉板块的投资机会将逐步凸显。”巨丰
投顾高级投资顾问候贤平认为。

货运指标持续回暖

5月11日，交通运输部发布的信息显示，51个城
市完成客运量环比、同比均减少。此外，货运物流不
通不畅等问题得到初步缓解，物流主要运行指标持
续向好。

据记者统计，交通运输行业7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4月份营运数据，其中，中远海特、大秦铁路、北部湾
港、宁波港发布了同比增长数据。

大秦铁路称，2022年 4月份，公司核心经营资产
大秦线完成货物运输量3357万吨，同比增长9.38%。

中远海特公布 2022 年 4 月份主要生产数据公
告，当月实现运量 135.91万吨，同比增长 37.2%。宁
波港公告称，2022年 4月份，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361万标准箱，同比增长8.8%；预计完成货物吞
吐量8986万吨，同比增长2.2%。北部湾港公布2022
年 4 月港口吞吐量数据，当月完成货物吞吐量
2505.57万吨，同比增长13.72%。其中集装箱吞吐量
达58.52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5.10%。

不过，广州港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4月份，公
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90.9万标准箱，同比减少
2.2%;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 4489.6 万吨，同比减少
3.6%。

对此，游晓刚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前港口
上市公司的销售表现较好，虽然疫情对港口类公司
有一定影响，但是基本上没有出现大幅波动，经营稳
定，充分说明我国的经济状况比较稳定，对外贸易并
没有受当前国际形势而引起波动。

63家上市公司晒四月经营数据
农林牧渔等三大行业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 杜雨萌
见习记者 郭冀川

“在各地区和各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货运物流不通不畅等问题
得到初步缓解，物流主要运行指
标持续向好。全国关停关闭高速
公路收费站和服务区基本清零。”
5月11日，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李
国平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如是说。

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5月
10日，全国高速公路货车流量较4
月18日上升了8.59%，铁路货物发
送量、公路货运量、主要港口货物
吞吐量较4月18日分别增长5.71%、
6.16%、1.12%，主要国际航空口岸
货邮运输量增长了约三成，邮政快
递业务量增长了约两成。上海港
集装箱日吞吐量稳定在10万标箱，
回升至疫情前的八成以上；浦东机
场和白云机场货邮吞吐量回升至
六成以上。

交通物流是市场经济的经脉，
也是民生保障的重要支撑。清华
大学互联网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兼

物流产业中心主任刘大成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物流
业连接生产和消费端，目前的堵点
是“最后一公里”和“最后一百米”，
政策端在保证物畅其流，解决基本
的生活需要外，还需要逐步的提高
多式联运能力，运用新技术提升物
流效率。

高速公路网“大动脉”流量
稳步增长

3月份以来，受国内疫情多点
频发，部分地区对货车采取管控措
施，造成通行受阻、车辆滞留、物流
不畅等影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
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受疫情多点散发影
响，部分地区物流供应链受阻，制
造业开工不足，造成部分订单难以
履行，影响到产业链、供应链上其
他成员的正常生产。因此，加快畅
通物流供应链，打通因疫情防控分
割的物流堵点迫在眉睫。

李国平表示，针对上述问题，

自从4月11日开始，交通运输部开
始了对收费站和服务区的专项整
治活动。而经过各地各部门的共
同努力，目前全国高速公路关闭关
停收费站和服务区迅速得到了恢
复运行，快速打通了公路“大动脉”
并有效巩固成果。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从4月
21日起，关闭的收费站持续控制在
20个以内、关停的服务区持续控制
在个位数以内。5月4日，全国首次
实现了动态清零的目标。随后因
为有一些司乘人员涉疫、车辆经
停，个别高速公路服务区又出现了
一些关停的情况。不过，随着5月
10日临时关停服务区恢复运营，全
国再次实现了动态清零。

与此同时，随着关闭关停的收
费站和服务区全面恢复运行及各
项举措持续推进，货物物流受阻的
情况得到迅速好转，全国公路网车
流量特别是货车流量持续稳步回
升。据李国平介绍，截至5月10日，
全国高速公路流量共2187.73万辆，
比4月10日增长了26.39%。其中，
货车流量是721.3万辆，比4月10日

增长了25.65%。

着力打通末端梗阻
畅通“微循环”

尽管当前我国交通“大动脉”
已基本打通，但部分涉疫地区的城
市配送和邮政快递末端微循环不
畅的问题仍然存在，给人民群众民
生物资供应造成了一定影响。

对此，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
负责人韩敬华表示，下一步，交通
运输部将会同国务院物流保通保
畅工作领导小组有关成员单位，采
取积极有效措施，着力打通末端梗
阻，畅通“微循环”。

具体来说，主要围绕以下四方
面进行：一是围绕促复工，指导各
地对已关停的邮政快递分拨中心、
营业网点、快递服务站等物流配送
节点网点，在符合防疫要求并严格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有序
解封。二是围绕保运转，指导各地
在划定封控区时，尽量将物流配送
节点网点划在封控区外，保障网点
有序运转。三是围绕优通行，指导

各地及时向社会公布辖区内货车
通行管控政策措施，对符合要求的
物流配送车辆不得随意限制通
行。四是围绕强衔接，指导各地加
快建设启用应急物资中转站、接驳
点和分拨场地，强化疫情防控举
措，优化甩挂、接驳等运输组织方
式，在有效控制疫情传播风险的前
提下，促进干支有效衔接、有序中
转，保障城市各类物资供应。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疫情对物
流行业带来诸多挑战，但也对行业
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

刘大成表示，此次疫情期间暴露
出许多问题，恰恰也为物流行业提出
了新的发展方向。如催化多式联运、
甩挂等现代高效物流方式发展，以
及从感知阶段到信息的传递阶段再
到系统决策能力的数字化建设。

刘向东也表示，未来，要进一
步推动物流行业智能化升级，更好
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需要，解决
因物流人员不足造成供需矛盾加
剧的问题。从物流行业发展看，低
成本、高效、便捷、智能化的物流将
成为发展新趋势。

交通运输部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

四方面入手打通物流末端梗阻 畅通“微循环”

本报记者 昌校宇

有券商高管人员中增设首席
科学家岗位，投资者追问，“再也不
用担心交易系统经常宕机了”？

5月10日晚，中银证券发布公告
称，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
首席科学家、业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同意在高级管理人员中增
设公司首席科学家岗位，并同意聘
任葛浩担任公司首席科学家。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信息技术相
关人才是券商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
心要素。同时，信息技术是金融基础
设施的核心部分之一，也是资本市场
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资本市场改
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特殊设计体现科技属性
增强获客能力

在证券行业中，首席信息官以
及首席经济学家、首席分析师等

“首席”比较常见，但首席科学家尚
属罕见。

对于券商行业引入首席科学家
岗位这一特殊设计的深意，董忠云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近年来，券
商行业数字化转型加速推进，行业
整体对信息技术的重视程度和投入
逐年增加。根据券商2021年年报数
据，华泰证券、中金公司、招商证券、
海通证券、中信建投等2021年信息
技术投入均超10亿元。

需要注意的是，监管层对于证
券行业信息技术管理的要求也在提
升。2019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
办法》规定，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应当
指定一名高级管理人员为首席信息
官，由其负责信息技术管理工作。
设立首席信息官，目的是为了加强
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
保障证券基金行业信息系统安全、
合规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目前，部分券商已设置首席
信息官，负责信息技术管理工作。
此次中银证券正式聘任首席科学
家，负责技术创新，运用大数据分
析、跨界思维等进行前瞻性的技术
创造，并以此开创新的业务发展机

会。”董忠云认为，这说明券商已逐
渐将金融科技建设提升至战略高
度，金融科技对券商的作用也将逐
渐从服务业务转变为赋能业务改
革，引领业务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
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近年来，我国把创新摆在
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
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
业加快技术创新和加大研发投入，
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效率提升，
全面运用新技术培育发展新动力
和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证券行业也
不例外。券商要更好的加大创新，
运用好新技术，需要加大数字化投
入力度，运用更先进的信息技术提
升服务客户的能力，因此，增设首
席科学家岗位更好体现券商本身
的科技属性，增强自身获客能力和
吸引力。

信息技术是
金融基础设施核心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在证

券行业的重要性早已显现。
去年10月份，某证券交易平台

崩了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主要是
因部分投资者反映使用交易平台
APP时出现登录异常，软件数据显示
异常等问题。今年3月份，某券商出
现集中交易回报系统故障，导致客
户无法交易，并因此受到深圳证监
局责令改正的处罚；还有部分券商
也曾发生交易系统中断或信息安全
事件被监管机构处罚的事件。

结合前述中银证券增设首席
科学家岗位，有投资者追问《证券
日报》记者，未来，随着更多擅长信
息技术领域的首席科学家在券商
入职，是否再也不用担心交易系统
经常宕机了？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
田利辉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认为，资本市场是交易场所，需要
信息技术来实现有效率的信息传递
和证券交易。倘若券商频频出现系
统崩溃等现象，将导致投资者盈利
受损，意味着金融服务不良。

“券商的信息系统建设仍然存
在管理不完善、应急处置不到位的

问题，券商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仍
需重视和完善。”董忠云表示。

央行、证监会等六部门于2020
年联合印发《统筹监管金融基础设
施工作方案》提出，金融基础设施
在金融市场运行中居于枢纽地位，
是金融市场稳健高效运行的基础
性保障，是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和强
化风险防控的重要抓手。

董忠云表示，券商通过不断加
大信息技术投入，推进数字化转
型，一方面可完善合规系统，提高
风险管理能力；另一方面可加强科
技赋能，引领业务创新。

刘向东认为，为更好地适应现
代金融体系的发展，需要加快推进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运用好
数字化基础设施全面提升投资者
便利化和风险防控的需要，避免因
信息系统停摆给相关客户造成损
失；而且强化金融基础设施也是产
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的重
要支撑，未来建议在政策层面给予
进一步支持，激励社会资本参与进
来，提升金融行业数字化水平，使
其适应现代金融体系发展的需要。

券商增设首席科学家岗位 金融科技赋能引领业务发展

本报记者 王思文

今年二季度以来，大盘持续震
荡，通过平衡整体组合风险来应对市
场震荡的需求日益增加。在此背景
下，新基金发行中的债券类基金出现
回暖迹象，市场份额占近五成，近日
多只新发债基甚至提前结束募集。

华富基金总经理助理、固定收
益部总监尹培俊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债券是安全
性相对更高的资产，现在的基本面
对债券仍然相对友好，未来经济稳
中向好，且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状
态，后期‘中短久期+高杠杆’的确
定性仍更高。”

多只新债基提前结募

5月11日，广发景宏债券型基
金发布的公告显示，该基金原定募
集截止日为7月18日，募集规模上
限为80亿元。但是广发基金决定
将该基金的募集截止日提前至5月
10日。这就意味着4月19日开始募
集的广发景宏债券型基金，首发仅
用了13个交易日。

广发景宏债券型基金已经是
本月以来第9只提前结束募集的新
债基。本月提前结束募集的新债
基还有财通资管睿达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基金、华商鸿盛纯债债券
型基金、华泰紫金智享一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基金、中银沃享一年定开
债券型基金、建信鑫恒120天滚动
持有中短债债券型基金等。

“一般新基金选择提前结束募
集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认购金额到
达募集上限，发行热度比较高，所

以提前结募。另一种是募集时间
已经很长了，但募集金额达到了基
金合同生效及备案条件。最近市
场上提前结束募集的债基大概率
是第一种情况，总体来看,近期市场
资金更偏爱债基。”华南地区一位
基金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记者随后采访了一位大型券
商产品经理，其对记者表示：“高净
值客户的确有转向购买债基的趋
势，尤其是短债基金。从去年债基
整体表现来看，客户对于去年全年
债基收益率还是比较满意的，全年
最好的能达到9%左右，直到今年1
月份至2月份部分固收+产品回撤
较为明显，但近三个月纯债基的收
益较为平稳，一些偏稳健收益的投
资者认购债基的比例明显增加。”

短债基金凭借出色的历史表
现、较低的风险和较好的流动性，今
年以来吸引了越来越多投资者的关
注。截至2022年一季度末，短期纯
债债券型基金的规模从一年前的
1382.47亿元跃升至3079.42亿元。

国联证券分析师朱人木分析
认为，2022年以来，短债基金表现
优于长债基金、货币基金，适合低
风险投资者。

“从近期基金销售情况来看，
投资者更青睐封闭期较短或者持
有期较短的新基金，比如两个月内
就可以开放申购赎回的基金。当
然现在不少投资者会慢慢关注到
老基金，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上
述券商人士对记者称。

新发债券类基金扩容明显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股票市场

剧烈震荡，新基金发行“捉襟见
肘”，相对而言，债券类基金、现金
理财类产品人气比较旺。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今年
二季度成立的万家鑫橙纯债基金吸
金近80亿元，首发规模可圈可点；中
长期纯债类产品中信建投景安基金
仅用11天时间吸金65.5亿元，同样
是中长期纯债类产品的鹏华永宁3
个月定开基金也受到投资者推崇，
募集资金达到74亿元。从今年二季
度新发基金情况可以看出，二季度
以来已成立新基金119只，其中债券
类基金达到60只，占比过半。

仅从5月份以来看，新发债券
类基金扩容明显。Wind数据显
示，共有42只新债基先后在本月募
集，另外记者了解到仍有获批品种

排队待发。
展望债市走势，恒生前海恒扬

纯债基金经理李维康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长端
利率将上有顶下有底，维持区间波
动，未来需要观察三季度供给压力
是否放缓等因素，不排除长端利率
有再次下行的可能，所以利率债方
面仍然存在波段操作机会。而短
端利率因为目前较为宽松的资金
面和避险情绪，已经下行较多，预
计空间不大，后续疫情复苏后可能
有所回升。”

“对今年债券市场的判断是
‘不喜不悲’。”上海地区一家基金
公司固收总监对记者表示，“整体
来看，利率未来可能会向上，但空
间很有限，这是我们的机会。”

华富基金总经理助理、固定收
益部总监尹培俊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债券是安全性相对更高
的资产，现在的基本面对债券仍然
相对友好，尽管获取绝对收益的预
期值不会太高。长债收益率较年
初基本持平，表现相对较好的是中
短端债券。未来经济稳中向好，且
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状态，所以后
期‘中短久期+高杠杆’的确定性仍
更高一些。”

“未来债券市场短期可能会出
现一定的波动，但并不影响优质债
券资产低风险、波动小等优点，债
券仍然是投资者长期资产配置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投资者坚持
长期持有，以追求债券稳健的票息
收益。”李维康对记者称。

二季度债基发行回暖迹象明显 短债品种成渠道热推新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