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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京东、天猫、抖音、
快手等平台纷纷进入“年货节”时
间，陆续发布了“年货节”促销活
动。记者了解到，各快递企业也纷
纷承诺“春节不打烊”，以满足节日
期间商家、消费者寄递需求。

快递企业
多举措储备人力运力

“每逢春节，收发快递都比较
难，而且价格贵、时效性差。近几
年快递企业宣布‘春节不打烊’，确
实改善了消费者的服务体验，我们
在春节期间寄快递也更方便了。”
家住深圳市福田区某小区的杨女
士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2022年12月19日，国家邮政局
印发《关于切实畅通邮政快递服务
保障民生物资医疗物资寄递的通
知》，提出要认真部署打通行业运

行堵点卡点和春节“不打烊”工作；
去年12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
出，要保障交通物流畅通，尽快解
决有的地方物流“最后一公里”不
畅问题。

在政策的积极引导下，面对
需求的快速增长，多家快递公司
明确2023年“春节不打烊”，全力
满足节日期间商家、消费者寄递
需求。2022年12月14日，德邦快
递率先宣布“春节不休”，为年货
等物资顺畅流通提供快递服务；
2023年1月2日，顺丰方面也宣布

“春节不打烊”，并称该服务已连
续开展16年；除顺丰外，京东物流
也已连续超过10年推出“春节不
打烊”活动。

京东物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针对今年人力、运力等资源紧
张情况，京东物流提前储备了丰富
的航空、铁路与公路等运力资源，
通过软硬件技术加持、延长核心场
地运营时间等方式，保障商家与消
费者在春节期间的寄递需求。”

快递行业“春节不打烊”活动
已不是新鲜事，不过，与往年相比，
今年快递从业人员返乡过年意愿
较高。对此，快递企业积极推出相
关措施，为即将到来的高峰期储备
人力、运力。

以菜鸟为例，公司通过激励等
方式提升人员留岗率，预估留守人
员在“春节不打烊”期间单人额外
获得补贴平均在2000元左右；京东
物流方面，为了让春节留岗的一线
员工踏实过年，将为员工提供高于
国家法定标准的福利补贴，同时鼓
励一线员工将子女接到工作地共
度春节。

此外，物流行业专家杨达卿表
示，从服务能力看，还有一些企业
通过众包用工平台以及智能快递
柜等，提升多元支撑能力。

服务质量是关键
智能配送成最大亮点

“春节不打烊”活动的本质在

于坚持快递业服务民生的特质，同
时提高消费者和商家对快递品牌
的黏性。价格与服务质量则是各
快递企业的核心竞争点。

在此背景下，不少快递企业选
择与电商平台“牵手”，为商家提供
专属保障权益和优质的物流履约
服务。去年12月22日，菜鸟宣布淘
宝天猫“春节不打烊”活动将覆盖
全国300余城，与“三通一达”、顺丰
等快递公司一同保障春节物流运
营，并设立相应保障方案；抖音电
商则与中通快递等四家物流合作
伙伴签署协议，平台商家在“年货
节”期间选择这四家快递公司发
货，电子运单将被系统标记“专项
保障”，打标包裹将获得优先揽派
等 服 务 ，揽 收 时 长 预 计 缩 短
18.2%。

艾媒咨询CEO张毅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目前快递行业格局
日趋稳定，对快递员管理能力更
强、链路更加稳定、C端形象更佳
的快递公司，品牌溢价带来的潜在

提价空间或更大，有望迎来业务量
的短期涌入。”

此外，部分快递公司也提高了
对于末端派送的重视。以京东物流
为例，公司在全国30个城市的700余
台无人车同样“春节无休”，600台智
能快递车、超100台室内配送机器人
将和京东快递小哥组成“人车CP”，
为消费者提供“最后一公里”和“最
后100米”末端配送服务。

达达快送相关负责人则表示，
平台联合了新石器等无人车企业，
服务七鲜超市、山姆超市等商超，
依托无人配送载重量高、稳定性
强、安全性高等特点，在业务高峰
期充分发挥无人配送补充运力的
作用。

在张毅看来，目前各行业对于
末端派送日益重视，政策端持续加
码保通保畅，未来对供应链安全的
重视有望进一步提升；快递公司近
年来不断布局无人车、无人机等智
能配送领域，末端派送存优化空
间，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多家快递企业宣布“春节不打烊”
满足假期寄递需求提升客户黏性

本报记者 李乔宇
见习记者 冯雨瑶

1月7日，为期40天的春运即将
启动。今年春节，旅客出行热情提
高，带动机票价格上涨。《证券日报》
记者浏览OTA平台发现，1月20日
（农历腊月二十九），部分直飞航线
机票价格涨至全价，一些航线仅有
少量余票。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綦琦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重点
航线的需求在不断释放，供需趋向平
衡，部分热门航线机票供不应求。”

民航业从业人士高鹏告诉《证
券日报》记者，民航业每年有两个
高峰期，分别是春运和暑运，春运
行情的景气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上市航司全年的业绩情况。
今年春运期间，国内航线有可能恢
复至2019年水平，但国际航线的恢
复还需要时间。

春运机票量价齐升

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
调整，今年春节旅客出行意愿提
升，这从部分OTA平台披露的搜索
数据也可见一斑。

据去哪儿平台数据，出行日期
为2023年1月7日至2023年1月21日
的机票预订量大幅增长，随着预订
量的增加，机票平均支付价格也随
之上涨。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
郭乐春告诉《证券日报》记者：“近
期春运机票预订量增长，反映出大
家回家过年的强烈愿望，潜在需求
很大。同时，仍有部分旅客持谨慎

态度，需求还有待进一步释放。从
供给侧来看，航司、机场恢复运力
也需要一段时间。预计2023年春
运机票预订量将达到近三年峰值，
接近疫情前的八成。”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
上市航司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某上市航司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
透露：“航空公司陆续复工复产，为
全力保障春运做充分准备。”

该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行业
的航班量供应在8000班左右，相较
于疫情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票价
相对较高，我们会根据市场的变化
情况去做动态调整。此前受疫情
影响，飞行员培训、晋升放缓，导致
机组人员供应跟不上需求恢复。
此外，运行保障方面也需要一定时
间逐渐恢复，影响了当前的航班供
应。今年业内对春运期待较高，在
出行需求增长预期下，春运可为航
司带来盈利或减少亏损。”

高鹏告诉记者，为了迎战春
运，各个航司都提前准备好了保障
方案。其所服务的上市航司同样
将在春运期间满负荷安排航班。
此外，为了应对春运期间的出行高
峰，航司或将通过变更机型等方式
提高座位数量，以满足旅客的出行
需求。并提前调整飞行员和乘务
员在春运前夕的飞行计划，以保障
春运期间的用人需求。

綦琦认为，随着疫情防控政策
优化调整，今年的春运值得期待，但
完全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还需时间。

上市航司业绩有望回暖

受疫情反复、汇率波动和原油

价格持续走高等因素影响，2022年
上半年7家A股上市航司净亏损持
续扩大，去年上半年共计亏损
665.82亿元，是2021年同期亏损总
额的近3倍。

展望2023年，这种情况有望得
到缓解。

从国内航线来看，据记者多
方采访了解到，市场普遍认为
2023年国内航线的景气度有望恢
复至2019年水平。尽管当前部分
旅客对于出行仍持谨慎态度，但
从全年来看，出行需求仍将持续
释放。

从国际航线来看，相关政策
的持续优化将推动国际航线持

续回暖。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于
中国游客入境政策的调整以及
国际旅游产业链的恢复进展将
成为上市航司海外业务面临的
不确定因素。

“我们预计国际航线或将在第
三季度或第四季度完全恢复。”綦
琦表示，后续国际航线情况主要取
决于消费者需求如何。此外，支撑
国际航线恢复的主要动力是出境
游。

前述上市航司工作人员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防疫政策的优
化调整，促进民航业整体恢复。对
于航司而言，可以在接下来的三个
月到六个月时间内，逐步将飞行员

晋升等工作调动起来，做好相关保
障，预计2023年下半年整体情况会
恢复到较好状态。

某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
记者表示，目前来看，民航业仍
面临着较高负债，同时国际航线
的运营也存在不确定性，预计
2023年上市航司业绩将有所回
暖，但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仍需要
时间。

“民航业未来发展面临的主
要问题还是需求的不确定性以及
航司运力供给之间的矛盾。”綦琦
表示，这十分考验航司的管理能
力以及内部协调能力，要求航司
要在运力投放上保持弹性。

春运将至部分热门航线机票涨至全价
上市航司多措并举保障运力

本报记者 昌校宇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以下简称“中基
协”）于1月3日晚发布《2022年私募基金登记备案
综述》。整体来看，2022年，我国私募基金行业结构
进一步优化，支持实体经济效果显著。展望2023
年，专家建议可从三方面着手，促进私募机构合规
展业。

截至2022年末
存续私募基金管理人23667家

中基协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存续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92754只，规模5.56万亿元；2022年新
备案私募证券投资基金25617只，备案规模2399.01亿
元。存续私募股权投资基金31550只，规模10.94万亿
元；2022年新备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3330只，备案规
模2445.58亿元。存续创业投资基金19354只，规模达
2.83万亿元；2022年新备案创业投资基金5395只，备
案规模2020.00亿元。

私募基金管理人结构进一步优化。中基协数据
显示，截至2022年末，协会登记的存续私募基金管理
人23667家，同比下降3.8%；其中，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管理人9022家，同比下降0.5%，私募股权及创投基金
管理人14303家，同比下降4.7%。百亿私募基金管理
人397家，同比增长1.5%；其中，百亿私募证券基金管
理人113家、私募股权及创投基金管理人268家，同比
分别下降1.2%、增长3.9%。管理规模为零的机构占
比8.6%，较上年年底减少4.5个百分点；管理规模在
1000万元以下的机构占比27.1%，较上年年底减少3.9
个百分点。

私募基金行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私募基金管
理人的长足进步。据蒙玺投资介绍，公司2022年沿
着既定发展规划，保持稳中有进态势。规模方面，
从年初的逾20亿元，扩张至年底的超50亿元；业绩
方面，股票中性产品、指增类产品等均获得稳健超
额收益。

私募基金稳健发展，在促进创新资本形成、支
持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
益凸显。

中基协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三季度末，私募基
金持有股票市值3.26万亿元，占A股流通市值的5.1%；
持有债券市值5185.47亿元，占债券市场总市值的
0.4%。新增股权投资8219亿元，相当于公开市场股
权融资总量的76%、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3%；在
投股权项目本金8.05万亿元，同比增长9.5%。创业投
资基金新增投资中，前五大投资行业均为战略新兴行
业，合计项目数量和本金占比均超过70%，半导体投
资增长尤为突出。注册制实施以来，科创板、创业板、
北交所新上市公司中，私募基金支持率分别为89%、
57%、100%。

旦恩资本管理合伙人新纪夫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作为一家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旦恩资本以自
有资金为主，由于没有募资压力，所以在支持早期创
业企业上更加从容、更有持续性。2022年，旦恩资本
部分投后企业成功IPO，其中已投的诺唯赞项目（科
创板上市）按当前市值算，给旦恩资本带来450余倍
回报。

北京利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合伙人常
春林介绍，北京利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重点布局创新
型中小企业，这类企业具有成长性高、经营风险大等
特点，需要私募股权基金的支持。

发展并购基金
完善私募股权基金市场退出机制

展望2023年，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研
究部总监李诗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可从三方
面着手，促进私募机构合规展业，提升服务实体经济
水平。

一是推动成立私募基金机构投资者专业委员会，
促进私募基金合规运作，形成更高行业自律标准与更
好市场环境。通过市场博弈机制，引导私募基金管理
人建立高标准合规运作内控机制，提升整个私募基金
行业规范运作水平。

二是引导私募股权及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早期
创业项目的投资力度，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据统
计，我国私募股权及创业投资基金在2012年至2021年
期间共发生2.43万个退出案例，这些项目的平均投资
期限约为3.4年，而同期美国可比同类基金的投资期
限在6年以上，这表明我国大多数私募股权及创业投
资基金的投资项目仍然倾向于投资临近IPO的项目，
而对早期创业项目的投资力度不够。下阶段，建议进
一步通过优化税收激励、IPO上市减持规则等制度安
排，引导私募股权及创业投资基金加强对早期创业项
目的支持力度。

三是进一步发展并购基金，完善私募股权基金市
场退出机制。并购基金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行业发展到一定
程度的必然产物，对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退出机
制，推动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下阶
段，建议进一步丰富支持并购业务的金融工具；鼓励
养老金、社保基金、上市公司等长期资金参与设立或
投资并购基金；鼓励境内私募股权投资机构与国际私
募股权投资机构设立合资并购基金，引进国际并购基
金管理专业人才及技术，提升我国并购基金管理机构
专业水平。

从私募机构本身而言，常春林认为，促进私募基
金行业全面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机构必须主动担
起责任：积极开发更多符合不同投资者需求的基金产
品，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资本市场，促进市场平稳健
康发展；除为企业提供股权融资等支持外，还应更加
重视投后管理，充分利用机构投资者优势，提升规范
运营水平。

私募基金管理人结构持续优化
专家建议三维度促进合规展业

本报记者 余俊毅

2023年元旦期间，多家全国性及
地方AMC（资产管理公司）发布了新
年贺词，透露业务方向，其中“积极落
实‘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等类似
表述频频出现。展望2023年，AMC将
在房地产行业风险化解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同时，地方AMC的区域差异
化态势也将更为明显。

比如，中国信达表示，作为金
融体系内化解风险的专门机构，
立足不良资产主责主业，发挥有
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独特功能优
势，助力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社
会和谐稳定。深入参与“保交楼、
稳民生”，探索房地产风险化解有
效路径。

目前，已有两家AMC披露了纾
困房企情况。具体来看，截至去年
8月末，中国信达已落地房地产风
险化解项目20个，投放金额102.85
亿元，保障12335套商品房按期交
付。此外，截至去年10月末，中国
华融正在推动中的房企纾困项目
有16个，预计相关项目将实现上下
游供应商10.74亿元工程款、材料款
顺利清偿，并保障22548套商品房
按期交付，带动256.89亿元项目复
工复产。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当房企
依靠自身力量已无法解决‘保交
楼’问题时，AMC可发挥资产甄别、
风险剥离等长处，以原项目公司的
权益来抵偿与化解部分债务，再通

过外部增信、AMC自身注资等方式
助力实现‘保交楼’。”

展望2023年，AMC机构在房企
不良资产处置方面依然重任在
肩。2022年11月份，央行和银保监
会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当前金融
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
作的通知》，提出鼓励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发挥在
不良资产处置、风险管理等方面的
经验和能力，推动加快资产处置。

浙商资产战略发展部总经理
冯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可以
看出监管对于当前房地产市场平
稳健康发展非常重视，今后一个时
期内，房地产风险化解将成为重要
工作。监管部门鼓励资产管理公
司发挥更大作用，有利于促进资产

管理公司更多参与到房地产纾困
工作之中，充分发挥风险化解功
能。

“但地方AMC目前还属于地方
金融组织，并不是金融机构，在融
资、税收、司法等多个领域不具有
与五大AMC同等的地位。希望未
来政策层面可以出台一些便利性
措施，以利于地方AMC更好地开展
房地产纾困工作。”冯毅表示。

对于未来AMC行业的监管和
经营趋势，中诚信国际发布研报认
为，目前监管政策对AMC的展业区
域有所限制，地方AMC的区域属性
较强，未来地方AMC的区域差异化
态势将更为明显。金融资产管理
公司要做强不良资产处置主业，合
力拓展与企业结构调整相关的兼

并重组、破产重整、夹层融资、过桥
融资、阶段性持股等业务，这些政
策均有利于化解金融风险和助力
AMC回归主业。

光大证券发布研报表示，在外
生性因素有所承压的情况下，处于
经济较为发达地区、在股东背景及
行业经验方面拥有优势、资金实力
较强、不良资产业务专注度较高、
错配风险较小、营运能力突出、盈
利能力与偿债能力良好的地方
AMC拥有更好的信用资质。未来，
随着地方AMC不良资产处置难度
上升、利润空间收窄，再叠加监管
要求的趋严和竞争的加剧，地方
AMC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同时，未
来地方AMC的区域差异化态势也
将更为明显。

AMC深入参与“保交楼、稳民生”
专家建议给予地方AMC更多政策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