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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有市场消息称，吉利汽车、几何汽车、
睿蓝汽车的官方指导价进行调整，上调幅度为 2000
元至 6000 元不等，具体车型的调价通知将另行发
布。不过，该消息发出不久，吉利汽车方面便表示，前
述消息非吉利官方发布，是假消息，目前吉利汽车对
新能源产品未进行价格调整。

在此之前，比亚迪于11月23日发布《关于车型价
格调整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称，将对王朝、海
洋、腾势相关新能源车型的官方指导价进行调整，上
调幅度为2000元到6000元不等。2023年1月1日之
前付定金签约的客户不受此次调价影响。

鑫椤资讯分析师张金惠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近期随着特斯拉官宣降价、比亚迪涨价，
更加剧了新能源汽车市场的竞争态势。当前多数新
能源车企仍未实现盈利，无论是涨价还是降价，新能
源车企都面临艰难的选择。后续在“国补”退出后，行
业结构将会加速优化，产品竞争格局也将迎来变化。

比亚迪在《说明》中表示，根据国家对新能源汽车
发展的系列政策及规划，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政策将
于2022年12月31日终止，在此之后上牌的车辆国家
将不再给予补贴（现有补贴额度：插电混合动力车
4800元/辆、纯电动车 12600元/辆）。同时，下半年以
来，电池主要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

以此来看，“国补”即将退出以及成本高企是此次
比亚迪给出的涨价理由。

事实上，受多重因素影响，今年以来已有多家新
能源车企进行了多轮涨价。据浙商证券统计，今年3
月份以来已经有超过30个汽车品牌上调了新能源汽
车价格，包括比亚迪、特斯拉、小鹏、哪吒、零跑、赛力
斯等，涨价幅度从1000元到3万元不等。

在王显斌看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国补”的退出，
对于新能源车不同级别的车型来说，都会面临很大的
成本压力，预计未来多数自主品牌会通过涨价、采用
价格相对较低的磷酸铁锂电池以及开拓多家第二梯
队电池供应商配套等多种策略来平衡成本。

“动力电池成本占据整车的 40%左右，会直接影
响整车的成本和车价。”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总裁祁
海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预计一段时间内锂价会
维持高位震荡，短时间很难出现大幅下跌。

对于车企应如何应对补贴退出、成本高企的情
况，祁海珅认为，新能源车企应向高端化、智能化迈
进，尽量减少“刚性”材料成本变化带来的影响。

国补退出在即 市场竞争加剧
新能源汽车行业何去何从？

（上接A1版）

大中型银行
保障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

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银保监会大型银
行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紧紧围绕“房
住不炒”定位和“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目标，持续
推动大型银行落实房地产金融管理政策。

《通知》印发后，银保监会大型银行部立即督促指
导，要求大型银行加快贯彻落实。六家大型银行认真
履行国有大行担当作为，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围绕“十
六条”监管政策，专题研究细化措施。

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目前，大型银行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积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
发展。一是迅速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和向分支机构传
达政策要求，快速形成总行统筹、全条线发力的工作
格局。二是合理区分项目子公司风险和集团控股公
司风险，建立区域优质房企“白名单”，对于暂时遇困
房企存量开发贷款给予展期等安排。三是优化和扩
大现有授信审批“绿色通道”模式适用范围，在落实相
关政策的前提下，对于重点客户、重要项目采取绿色
通道形式加快审批和发放。四是积极配合做好“保交
楼”工作，靠前对接专项借款安排，着力推进“保交楼”
项目配套融资。五是充分利用并购贷款、投行等工
具，积极稳妥推进重点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项目并购
金融服务。六是积极支持人民群众住房贷款合理需
求，保障受疫情影响、符合延期政策的住房金融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和征信保护。

此外，银保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还提到，《通知》
印发后，银保监会股份制银行部第一时间督促 12家
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加快贯彻
落实各项政策要求。

首先是保障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一是要求股
份制银行对国有、民营房地产企业一视同仁，通过对
存量贷款展期、调整还款安排等方式予以积极支持，
坚决避免出现一致性抽贷、断贷行为。鼓励各行优化
内部授权，提高审批效率。二是支持股份制银行助力
房地产企业债券融资稳定。多家股份制银行积极参
与了民营房地产企业增信支持类债券的承销及投资
工作。银保监会也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对部分房地产
企业债券展期工作进行了协调。

其次是配合做好受困房地产企业风险处置。支
持股份制银行发放并购受困房地产项目的并购贷
款。例如，中信银行发挥中信集团“金融+实业”协同
优势，通过并购和信托模式，化解佳兆业有关存量出
险项目。同时，股份制银行已经面向部分民营房地产
企业开展了保函置换预售资金业务，缓解了这些企业
的流动性压力。

再者是依法保障住房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支
持股份制银行主动履行社会责任，尤其在受疫情影响
严重地区加快落实按揭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例
如，部分股份制银行已开始为部分地区多个楼盘的住
房按揭客户，提供延期还本付息服务，并不单独因此
下调贷款风险分类，免收罚息。

“12家股份制银行高度重视，分别结合自身情况
进行细化部署，及时传达到分支机构，目前各项工作
正在加快推进，一些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进展。”银保
监会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王 君

近日，北京线上购买生活用品
物资的需求大幅增加，平台出现骑
手紧缺、送货时间延长等情况。

“目前，美团自动配送车持续
在北京顺义进行常态化配送，落地
美团买菜站点为周边居民提供生
鲜食杂配送服务。”针对上述情况，
11月24日，美团相关负责人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美团自动配送车
无接触配送，通过与骑手协同的形
式，补充配送运力，全力保障社区
居民的物资供给需求。

此外，记者从叮咚买菜、京东七
鲜、物美等平台及商超获悉，目前多
家平台已通过与第三方物流合作、人
手招聘等方式缓解配送压力。

平台多方式缓解配送压力

“最近站点每天的订单量相比
日常上涨了一倍。”美团买菜定福
庄站点负责人荣富强表示，消费者

购买的商品主要以蔬菜及米面粮
油等生活物资为主，站点的工作人
员从早上6点开始工作，往往要到
晚上10点才能处理完当日的订单。

据介绍，目前，美团买菜朝阳地
区站点订单数普遍激增，相比日常增
加了约一至两倍。美团买菜上述负
责人告诉《证券日报》记者，面对激增
的订单需求，站点的分拣员和配送人
员已全部上岗，同时美团买菜紧急抽
调跨区的工作人员前来支持，负责分
拣、理货和配送等工作，从保供应、保
配送、保人员安全等各环节，全面保
障北京市民的生活物资需求。

叮咚买菜也根据居民需求持续
增加备货，相较于上月，备货量增长
了60%，生鲜果蔬、米面粮油肉禽蛋
的日备货量达到100万件。“由于各
区域市场需求有差异，叮咚买菜各
仓也会根据需求备货，以朝阳为例，
整体备货量增长了2倍，订单增长量
也几乎和备货量持平。”叮咚买菜相
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目前叮咚买菜也通过与第三方物流

合作、人手招聘，其他部门协助送单
等方式缓解配送压力。

针对更多用户选择线上下单，运
力吃紧的情况，盒马相关负责人表
示：“北京总部的文职人员已经有半
数支援拣货、打包等岗位，盒马门店
员工主动兼职配送员，并通过重启共
享员工等方式，提高线上服务能力。”

据悉，盒马的仓储、物流侧、盒马
大仓、物流团队紧急动员，24小时不
间断作业，分拣、运输、生产能力涨至
平时的5倍以上。同时，随着线上订
单量不断增长，盒马开展“跨界合
作”，重启“共享用工”，增加保供人员
数量。目前，已与海底捞、云海肴等
企业达成意向，有近100人报名，盒马
将加快培训，让新员工尽快上岗。

京东自营超市七鲜也提前进行
了备货准备，对副食粮油、水果蔬菜、
肉禽蛋品、半成品、乳品冷饮等基础
品进行3倍至4倍的备货准备，对酒水
饮料、休闲食品、火锅品类提高备货
至平日2倍，且保证价格稳定。

此外，饿了么也联合重点商超

加大生活物资储备，并安排每天3
次以上补货，保证不缺货不断档。

“目前商超备货充足、配送力量灵
活调配，全力满足市民宅家生活所
需。”饿了么平台工作人员表示，平
台也组织了专门的配送团队来保
障生活物资的配送。

多家连锁商超增加供应

在部分电商平台短时订单激
增、无法及时配送的情况下，部分
消费者选择直接去线下超市采购。

据悉，北京的沃尔玛门店11月
24日线上单量已达平日2倍。“顾客
24小时均可通过沃尔玛微信小程序
正常下单，沃尔玛也会持续增加运
力储备，确保每一单都能送达顾客
手中。”沃尔玛相关负责人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目前沃尔玛大卖场物
资供应充足，肉蛋菜和米面粮油等
民生商品按平时的3倍至5倍库存进
行备货，并启用了多家储备供货商，
保障特殊时期的采购需求。

物美也在11月初通过数字化
系统时时监控物流大仓、产地货源
及门店库存、客流变化，为保障可
能的突发情况做足充分准备。据
悉，物美加大供货量和仓储量，坚
持把物流中心商品全部调向仓库，
仓库全部到货架，每日三补，蔬果
供应量增加1.5倍，仓储备货量增加
2倍以上。

“物美发挥生鲜农超对接、产
地直供优势，门店加大补货，坚持
一天两补、三补，物流中心滚动发
车。”物美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作为首都重点民生保供
企业，物美集团从总部到门店启动
应急机制，全力打通生活物资到社
区百姓的“最后一公里”，全力满足
百姓生活需要，并配合各级政府快
速完成保供任务。

为保证北京物资供应，山姆超
市也全力保证肉菜等民生物资的
充足供应，蔬菜货量环比上周增加
了3倍。据悉，其鲜牛羊肉本周额
外增加货量40吨。

北京线上购买需求骤增
多平台增配骑手缓解配送压力

本报记者 王思文

今年以来A股市场波动调整，
公募基金发行处于低迷期，但股票
ETF市场却呈现出逆势增长的势
头。在新基金发行和资金净买入
的双重加持下，2022 年股票 ETF
市场发展可圈可点，总体规模不断
攀升。

与此同时，基金公司在变化中
不断寻找新布局方向，竞相瞄准股
票 ETF，提前布局各类主题基金，
多只创新型主题ETF诞生。

股票ETF规模逆势增长

2022年以来，ETF市场逆势升
温，产品规模稳步增长。Wind资
讯数据显示，截至 2022年 11月 24
日，全市场股票 ETF 规模攀升至
1.18万亿元，其中今年以来新成立
股票ETF规模为1088亿元。

股票型产品一直是投资者的
首选，从目前股票ETF产品的规模
变化来看，有 21只股票 ETF基金
规模超过百亿元，较去年年底数量
基本持平。

在百亿元量级股票 ETF产品
中，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和华夏
上证 50ETF这两只产品一直遥遥
领先，不断竞争股票 ETF 第一的

“宝座”。截至 2022年 11月 23日
的最新净值显示，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 以 629.38 亿元暂居股票

ETF 规模排行榜榜首，华夏上证
50ETF 以 611.84 亿元位居第二。
全市场突破 600亿元规模的股票
ETF仅有这两只产品。

另据最新数据显示，南方中证
500ETF 和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
份 ETF 分 别 以 543.33 亿 元 和
422.91亿元位居第三位、第四位，
均为宽基指数产品。

目前行业主题 ETF中规模最
大的仍是国泰中证全指证券公司
ETF，规模为 300.19 亿元，位居股
票ETF市场规模第五位。

谈及股票 ETF规模逆势增长
的原因，博时基金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
受地缘政治及海外加息等因素影
响，A股整体表现较弱。各宽基指
数估值当前均已迎来配置价值。
中证500指数目前市盈率为21倍，
处于历史后15%分位水平，配置价
值凸显。”

积极挖掘细分领域机会

今年以来，在A股市场结构性
机会较为明显的背景下，一些基金
公司积极挖掘细分领域机会，无论
是从宽基角度还是窄基角度，均有
创新产品出现。

最为突出的是为投资者提供
参与中小企业投资机遇的国内重
磅宽基指数 ETF 产品——中证
1000指数ETF，今年以来发行成绩

仍保持在首位，其中广发中证
1000ETF、富国中证 1000ETF、易
方达中证 1000ETF的发行规模均
超过79亿元。近日备受市场关注
的北证50ETF，更是为投资者分享
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红利提供了选
择。

从细分领域来看，进一步丰富
深市“双碳”基金板块，引导市场资
金流向低碳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中
证环交所碳中和ETF同样有不菲
的发行成绩，其中易方达中证上海
环交所碳中和ETF发行规模超过

40亿元，南方中证上海环交所碳
中和ETF发行规模为32亿元。

今年以“硬科技”为主题的
ETF产品也层出不穷，例如，科创
板新一代信息技术ETF、绿色电力
ETF、科创板新材料 ETF、中证机
床ETF、半导体芯片ETF等。

上海证券基金评价研究中心
刘亦千分析称，这些 ETF 基金均
聚焦芯片、新材料、机床等高精尖
领域，投资该类主题基金的本质
逻辑是看好“国产替代”。该类型
基金的发行，将为市场提供高效

的投资工具，为拥有科技创新能
力、走在技术前沿的科技企业赋
能，助力我国高新优质公司的发
展。同时，基金公司也想通过发
行该类主题的公募基金，支持实
体经济发展。

除 此 以 外 ，今 年 以 来 跨 境
ETF的发展也有所突破，例如，华
泰柏瑞中证韩交所中韩半导体
ETF 获得审批，该基金是首只可
直接投资韩国市场的 ETF，也是
首只同时可以投资中国和海外市
场的跨境ETF。

股票ETF规模逆势增长 创新产品层出不穷

本报记者 彭 妍

今年以来，银行理财市场降温
明显。除了相关净值出现大幅波
动外，全市场银行理财量价齐降，
无论是新发产品数量还是在售产
品数量均出现明显下降，业绩比较
基准下降趋势延续。

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明明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随着理
财产品净值化转型推进，叠加今
年债市与股市行情震荡，因此银
行理财产品净值也会有较大波
动，对于原本风险偏好较低的客
户来说吸引力明显下降，银行发
行销售产品的难度加大，新发以
及在售银行理财产品数量出现双
降。另外，今年以来债券市场整
体收益率不断走低，以债权资产
作为主要配置内容的理财收益率
也会明显下滑。

产品新发、在售数量
环比双降

2022年以来，银行理财产品发
行表现不佳，发行量下滑趋势一直
在延续。普益标准发布的数据显
示，银行理财市场 10月份新发、在
售理财产品数量环比均呈现下滑
趋势，业绩比较基准下降趋势延

续。10月份全市场共新发 1705款
理财产品，环比减少24.05%，其中，
理财公司共新发 514款理财产品，
环比减少32.55%。

进入11月份，银行理财产品新
发、在售数量持续回落。普益标准
数据显示，上周（11月 14日-11月
20日），全市场共新发493款理财产
品，环比减少37款；其中，理财公司
新发 154款理财产品，环比减少 19
款，占全市场理财产品发行量的
31.24%。上周全市场共有 3751款
理财产品在售，环比减少 71款，其
中 1702 款为理财公司产品，占比
45.37%。

中国银行研究院博士后杜阳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银行理财产品新发以及在售数
量双降，主要受到需求和供给两方
面影响，从需求端来看，业绩波动
加剧，投资者对理财产品的需求有
所降低，发行机构对产品数量进行
了相应调整。从供给端来看，资管
新规落地，理财业务进入高质量发
展阶段，新发数量下降一定程度上
受到理财产品平均期限拉长的影
响。

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11月份
市场“破净潮”后，多家银行理财机
构对新发产品进行了调整。记者
梳理发现，一方面是投资期限长的

理财产品数量明显增多，另一方
面，部分银行将产品的赎回管理规
则做了调整。例如，招银理财将旗
下一款产品的赎回开放时间进行
了缩短。

招商银行理财经理对记者表
示，将产品的赎回开放时间进行缩
短，主要是为了避免因赎回期太长
导致净值波动，同时也减少投资者
损失。

杜阳表示，银行理财机构作出
的一系列调整是发行主体理性应
对净值波动的重要手段。当前A股
市场受多方因素影响波动较大，理
财公司通过灵活调整产品期限、赎
回规则等，有助于最大程度熨平理
财市场波动，有利于理财业务的长
远发展。

在明明看来，缩短赎回开放时
间以及拉长封闭期限的理财产品
在封闭期内无需应对赎回压力，也
无大额申购摊薄收益，闲置资金较
少，资金利用效率高。同时，封闭
运作期较长的债基加杠杆的空间
更大，有助于提高整体收益水平。

另外，从业绩比较基准来看，
今年以来，全市场新发、在售理财
产品的平均业绩比较基准均出现
明显下降。杜阳对记者表示，今年
以来资本市场波动调整，一定程度
上增加了理财产品收益的不确定

性，适度下调业绩比较基准体现了
银行与理财子公司的主动管理能
力，适当降低投资者收益预期，有
助于缓冲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保
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未来发行量和利率
存在回升空间

近期债券市场波动引发银行
理财产品净值调整。普益标准报
告指出，受债券市场波动影响，银
行理财产品收益亦出现下滑，累计
净值较上月（10月份）平均下降超
0.14%，甚至有近一成产品在本月
发生“破净”现象（单位净值小于
1）。其中主要投资债券的理财产
品收益下跌更为明显，但波动情况
整体优于纯债基金。

针对银行理财产品“破净”现
象，业内人士指出，银行理财产品
全面净值化后，产品净值出现波动
属于正常现象。融360数字科技研
究院分析师刘银平认为，债市拐点
暂未出现，不过市场情绪已经充分
释放，随着收益率的逐渐调整，债
券的吸引力上升，资金入市逐渐修
复市场行情，这种波动趋势持续时
间不会太久。

个人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
普益标准研究员姜玲表示，投资者

应理性看待净值波动，短期市场波
动不能代表产品到期后最终呈现
的收益水平，可长期持有产品静待
市场修复。整体来看，银行理财产
品在回撤和波动控制方面具备一
定优势，待市场企稳，仍具流动性
配置价值。

谈及未来银行理财产品发行
的趋势，杜阳认为，我国宏观经济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资本
市场将保持稳健发展趋势，长期来
看，理财产品发行有望回归常态
化，利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回
升空间，理财业务发展质量将进一
步提升。

“短期内理财产品的发行仍然
面临压力，净值波动受市场影响依
然较大；长期来看，随着投资者不
同的需求被发掘，银行提供更丰富
的产品体系和差异化服务，理财市
场将持续扩容，理财公司运营更加
成熟化、市场化，收益率有望更加
稳健。”明明称。

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洪
言对记者表示，拉长视角看，存款
理财化是大趋势，银行理财产品发
行规模整体呈现扩张趋势。同时，
随着银行理财产品管理能力的提
升，理财收益率大概率持续跑赢存
款利率，也会反过来加速存款资金
向理财产品的转移。

年内银行理财产品“量价齐降”专家称未来有望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