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报道

18日，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海

南省分行获悉，数字人民币在海南

跨境进口电商企业———国免（海

南）科技有限公司使用并完成支

付，这是数字人民币在海南首次应

用到跨境进口电商支付场景并成功

落地。

据了解，此项目由中国工商银

行海南省分行提供数字人民币支付

接口和运营服务，由海航集团新生

支付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撑及商户

配套服务。

新生支付数字人民币项目负

责人刘小利介绍，相较于一般电商

平台而言，跨境进口电商在实名认

证基础上进一步做到了订购人和

支付人一致性校验，符合海关监管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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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下午，国药集团

董事长、 党委书记刘敬桢在上

海表示，截至目前，国药中生已

获得约 8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批准注册上市和紧急使用，超

过 100 个国家提出明确需求 ，

接种人群已覆盖 196 个国别 ，

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 使用效

果最好的新冠疫苗。

截至目前， 国药中生累计

生产新冠灭活疫苗成品超过 4

?剂， 同时将全面扩充三款新

冠疫苗的原液产能和分包装能

力，在已建成投产的 P3 生产车

间基础上， 国药中生扩建的新

建车间很快将投入使用。 国药

中生与阿联酋和多国合作的新

冠疫苗灌装项目也已经投产，

这标志着国药中生的新冠疫苗

产能将实现新的跃升。 国药中

生的全年新冠疫苗产能将达到

50 ?剂次，成为全球最大的新

冠疫苗研发生产基地和最大的

供应商。

“国药中生已获得约 80

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批准注册

上市和紧急使用 ，超过 100 个

国家提出明确需求，接种人群

已覆盖 196 个国别 ，成为全球

使用最广泛、使用效果最好的

新冠疫苗。 这个信息是令人鼓

舞的。 ”高智说。国药集团旗下

有 1500 余家子公司和国药控

股、国药股份（600511）、国药一

致 （000028）、 天 坛 生 物

（600161）、现代制药、中国中药

等 6 家上市公司， 最近走势表

现都不错。

“全球疫情还是很严峻，与

疫情相关的企业应该都在开足

马力在生产。 ”华风说。 5 月 11

日，硕世生物消息，为应对印度

新冠突变病毒对全球疫情防控

带来的影响， 硕世生物组织研

发团队迅速开发新冠突变病毒

鉴别检测试剂盒， 目前已成功

研发出用于鉴别 B.1.617 的试

剂盒， 可检测三种突变， 荧光

PCR 仪根据突变型和野生型

反应 CT ?的差异 (Ct)实现对

突变株的检测。

“最近疫情股波动较大，这

个板块里面有热钱， 但似乎更

愿意波动操作， 不像年初时的

英科医疗敢于单边上扬。 ”劳七

桃道。 昨天早盘新冠检测板块

下挫走弱， 热景生物、 复星医

药、东方生物、之江生物等表现

不佳。

“我觉得疫情股已经进入

长赛道， 只要新冠病毒一直存

在，标的公司会有继续发展。 ”

高智说。 他建议最近多关注刚

上市不久的次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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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报道

首批 9 单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

券投资基金（REITs）17 日获得中国

证监会准予注册批复。 这意味着稳

步推进的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试

点迎来了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基础设施公募 REITs 是指依

法向社会投资者公开募集资金形成

基金财产， 通过基础设施资产支持

证券等特殊目的载体持有基础设施

项目， 由基金管理人等主动管理运

营上述基础设施项目， 并将产生的

绝大部分收益分配给投资者的标准

化金融产品。

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国家战略和实

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基础设施公

募REITs试点于 2020年 4月启动。

17 日，经上交所审核通过并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注册的首批 5 单基

础设施公募 REITs 正式获得准予

注册批复，项目涵盖收费公路、产业

园、 仓储物流和污水处理等主流基

础设施类型。

深交所首批 4 单公募 RE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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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报道

暂别近期连续反弹，18 日沪

深股指走势分化，其中深市两大

股指小幅回调。两市成交明显萎

缩，总量降至 7500 亿元附近。

当日上证综指以 3520.65 点

小幅高开，全天大部分时段窄幅

震荡，尾盘缓步拉升。沪指最终

以全天最高点 3529.01 点报收，

较前一交易日涨 11.39 点，涨幅

为 0.32%。

深证成指未能延续反弹，收

盘报 14450.60 点，跌 5.94 点，跌

幅仅为 0.04%。创业板指数表现

稍弱，跌0.73%至 3090.12 点。科

创 50 指数跌 0.55%，收盘报

1321.64 点。

沪深两市大部分个股收涨。

两市共有 3 只新股挂牌上市，其

中科创板新股 N 康拓首日涨幅

超过 430%。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3360 亿

元和 4161 亿元，总量降至 7500

亿元附近，较前一交易日明显萎

缩。

2021 . 5 . 19 星 期 三

编 辑 李 俊 王 巍08 财经新闻

一季度公募基金
保有规模“百强”出炉
蚂蚁基金、招商银行和工商银行位居三甲

据新华社报道

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金贤东

18 日说，国家发改委正加快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制定，研

究各行业各领域碳达峰、碳中和政

策措施。

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碳达峰、

碳中和相关工作进展情况。金贤东

在当日召开的 5 月份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说，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抓

紧编制 2030 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

方案，研究制定电力、钢铁、有色金

属、石化化工、建材、建筑、交通等

行业和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积极

谋划绿色低碳科技攻关、碳汇能力

巩固提升等保障方案，进一步明确

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表、路线图、

施工图。

他表示，下一步，将按照整体

部署、系统推进、分类施策、重点突

破的原则，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

和“1+N”政策体系，深入推进二

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推动 2030

年前全国碳达峰目标如期实现。

据新华社报道

近日，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了

一份榜单，引发了投资者关注。这份

榜单不仅首次公布了近年来各渠道

公募基金销售保有规模占比，还披

露了今年一季度的公募基金销售机

构销售保有规模“百强”。

从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规

模看，蚂蚁基金、招商银行和工商银

行位列前三，保有规模分别为 8901

亿元、7079 亿元、5366 亿元。

如果看去年以来热度走高的

“股票 +混合公募基金”保有规模

排名，前三名仍然是上述三家，不过

位次有一点不同。招商银行成为第

一，招商银行、蚂蚁基金和工商银行

的保有规模分别为 6711 亿元、

5719 亿元、4992 亿元。

继续看“股票 + 混合公募基

金”保有规模排名，建设银行、天天

基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

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位列前十名

内。

梳理这份“百强”名单，从上榜

家数来看，券商占据 40 多个席位，

银行上榜 30 多家，独立基金销售

机构及其他占据了 20 多家。但从

“股票 +混合公募基金”保有规模

来看，银行系统的公募基金销量牢

牢占据着大半，独立销售机构的销

量超过 20%，而券商类机构虽然上

榜家数最多，但销售保有规模占比

在 16%左右。

业内人士分析，由于银行在理

财领域积累的客户优势明显，所以

不少中老年客户倾向于通过银行购

买基金，并且客户平均投资规模相

对较高。但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下

场“养基”，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

独立基金销售机构销量增长迅猛。

这也得到了中国基金业协会数

据的支撑。近年来各渠道公募基金

销售保有规模占比的变化显示，自

2015 年至 2019 年，银行、券商、基

金公司直销、独立基金销售机构占

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银

行、券商和基金公司直销的保有规

模占比出现下降态势，而独立基金

销售机构占比大幅增长。

具体看，银行销售保有规模占

比波动不大，2015 年为 25.22%，

2019 年为 23.59%；券商占比从

10.01%降至 7.59%，基金公司直销

占比从 61.9%降至 57.29%。而独立

基金销售机构的保有规模则大比例

上升，从 2015 年的 2.14%提升至

2019 年的 11.03%。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负责人

胡立峰认为，中国基金业协会公布

基金销售机构权益基金（股票基金

+ 混合基金）保有规模“百强”名

单，传递出大力发展权益基金的明

确信号。

不少专家认为，公布保有规模

“百强”，对引导行业关注持续营

销，保护投资者长期利益，抑制“赎

旧买新”，促进行业内形成良性竞

争有积极意义。

国家发改委：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文件制定将加快推进

沪深股指走势分化 两市成交明显萎缩

海南跨境进口电商平台实现数字人民币支付

/?觉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下场“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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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 REITs试点里程碑：首批 9?获准注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