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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
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还看绿色制造

工业低碳，将在这个领域重点发力
●

沪深三大股指加速分化
据新华社报道
14日，沪深三大股指加速分
化，创业板指数涨逾 1%，两市成
交额超 1.5 万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 3709.63
点开盘，上午窄幅震荡，午后逐
渐走低，最终收报 3662.60 点，较
前一交易日跌 52.77 点，跌幅为
1.42%。
深 证 成 指 收 报 14626.08
点，跌 79.75 点，跌幅为 0.54%。

创业板 指 数 涨 1.32%，收 盘 报
3236.55 点。
科创 50 指 数 涨 0.88%，收
盘报 1396.67 点。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约
1100 只交易品种上涨。不计算
ST 个股，
两市逾 60 只个股涨停。
板块概念方面，烟标、钠电
池、磷酸铁锂涨幅居前，涨幅均
逾 4%；REITs 概念、水产养殖、
空客概念跌幅居前，跌幅均逾
4%。

主板回落不怕 跟紧主流情绪
记者 韩忠益
不久前在上海举行的工业博览会上展示的绿色制造

据新华社报道
工业是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
放的主要领域，
工业绿色低碳改造，
是做好碳达峰、
碳中和工作的关键。
工信部部署实施了工业低碳行动和
绿色制造工程，
目前进展如何？工业
低碳将在哪些领域重点发力？
在 13 日国新办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说，在通
过优化产业结构实现节能减排，初
步建立起落后产能退出长效机制的
同时，工信部大力推动工业节能节
水、
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通过
绿色制造提高资源能源利用率。
会上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共打造 2121 家绿色工
厂，
171 家绿色工业园区，
189 家绿
色供应链企业。目前已探索形成一
批具有地方、行业特色的绿色制造
和节能转型模式。
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改造，浪
潮智能工厂集成了 2000 多个传感
器、
300 多套智能设备，智能化生产
降低了废料的产生；运用清水混凝

土材料与环保施工工艺，舍去涂料
与装饰，中建三局北京公司承建的
崇礼冰雪博物馆项目减少大量的建
筑垃圾……这些都是绿色工艺技术
和绿色制造的体现。
“在联想合肥联宝工厂，我们
通过人工智能对排产进行优化，每
年减少大量的二氧化碳排放。通过
采用低温锡膏制造工艺，既能减少
电力需求，
也能提高生产质量。”联
想集团高级副总裁童夫尧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联想将绿色计算、绿色制
造工艺和技术应用推广，助力产业
链合作伙伴原材料成本优化。
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也为节能
减排提供支撑。新能源汽车就是其
中的重点。
工信部总工程师田玉龙说，我
国持续大力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建立了上下游贯通的完整产业体
系，突破了电池、电机、电控等关键
技术。
天眼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
有超 12 万家数据中心相关企业。5
年来，数据中心相关企业数量逐年

/ 视觉中国
增长。
依靠电力驱动，
数据中心在成
为数字经济重要基础的同时，已经
成为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推动
“绿色计算”是当务之急。
记者从工信部了解到，工信部
正加快布局绿色智能的数据与计算
设施，明确提出，用 3 年时间基本
形成布局合理、技术先进、绿色低
碳、算力规模与数字经济增长相适
应的新型数据中心发展格局。
“我们将统筹考虑排放总量、
排放强度和产业结构，处理好发展
和减排、整体和局部、
短期和中长期
的关系，大力推动工业绿色低碳发
展。”肖亚庆表示，工信部将会同有
关部门抓紧制定工业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以及有色金属、建材和钢
铁、石化等重点行业碳达峰实施方
案，
加快重点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
大重点行业绿色低碳技术改造力
度，
加大绿色低碳产品供给。
此外，工信部还将开展重大工
程示范，遴选推广一批重大工业低
碳技术，推动数字赋能各行业绿色
低碳转型。

晨报讯

昨天，沪深两市开
盘涨跌不一，盘中鸿蒙概念持续
走高，拓维信息涨停，九联科技、
润和软件、诚迈科技等跟涨；盐湖
提锂板块拉升，中铝国际
（601068）、科达制造（600499）
涨停，亿纬锂能 、比亚迪、贤丰控
股等跟涨。午后，证券、房地产板
块低迷，煤炭等周期股大幅回落，
令股指急速回落，最后沪市大挫
1.42%，报收 3662 点；创业板上
涨 1.32%，报收 3236 点。
中信建投分析师表示，目前
各方判断，集运供需失衡或将在
2022 年持续。目前供需失衡仍然
没有明显改善迹象，各大船公司
的航线班期紊乱，临时跳挂、提前
截关等频发，
港口拥堵态势持续。
在供需失衡持续加剧的情况下，
即期运价或将持续新高。关于运
价拐点何时来临，至少需要等到
下半年旺季结束，以及全球疫情
防控形势转好，全球供应链环节
效率提升，供需失衡状态才能有
所缓解。
近日集运概念股明显走强，
虽然昨日有所回落，但呈现出的

基本面和反弹势头值得关注。
二级市场上，今日由于周期
股中的钢铁、煤炭、油气股分化，
沪市出现弱势震荡，在前高 3731
点前，投资者趋于一种谨慎是正
常的，但这个属于突破前的蓄势，
周期股此时回落整理反而是我们
二次上车的机会，经济复苏 + 能
源转型 + 下游需求旺盛是本轮
周期股上涨的大背景，板块中个
股回落仍然充满机会。而且不少
顺周期品种当下已进入主升浪，
盈利韧性较强的细分周期资源龙
头品种，一时半会儿不会马上真
正回头。市场博弈的是顺周期个
股的低价位性价比，不少个股有
业绩有成长性，而 PE 大多不超
过 20 倍，有的仅 10 倍不到。
主板休整，创业板就来了机
会，资金常常就在两个市场流窜，
今天创业板指在宁德时代等权重
股的带领下出现拉升。盘口显示，
锂电板块强势爆发，大 A 依然是
轮动格局：周期股分化，整理较久
的锂电板块就会适时出来表现一
番。但炒股还是要紧跟市场主流
情绪，主流情绪往哪个方向运作
我们就应该朝哪个方向押宝。目
前主流情绪主要在主板用力。

家族办公室正在中国悄然兴起
《2021 年中国家族财富与家族办公室调研报告》发布，
投资和继承是财富家族管理两大主题

记者 曹西京
晨报讯

家族办公室在中国依
然是新兴事物，多数中国家族办公
室 2015 年后建立。但中国私人财
富增长迅速，已成为全球第二大亿
万富豪群体，
发展潜力大。
瑞银（UBS）、
惠裕全球家族智
库 （FOTT）、
Campden Wealth
和中航信托联合发布的 《2021 年
中国家族财富与家族办公室调研报
告》显示，新冠疫情下作为专业财
富管理最受欢迎的工具之一，今年
家族办公室行业有所扩张，
75%的
受访者表示他们拥有某种形式的家
族办公室，高于去年的 64%。大多
数人（38%）使用单一家族办公室，
其次是私人联合家族办公室

（20%）。随着更多的家族考虑组建
单一家族办公室或加入私人联合家
族办公室，
这必将成为一种新趋势。
很多家庭觉得让下一代独挑大梁压
力大，所以尝试组织一群人一起进
行投资。这又助推了私人联合家族
办公室的出现。
据悉，目前中国境内家族办公
室主要使用了单一家办、混合家办、
私人联合家办的架构，其中由外部
商业机构做主体的外部商业联合家
办份额仅 5%左右，而在境外私人
银行背景的联合家办是非常重要的
服务提供商。
此次调研覆盖中国 67 名家族
成员、家族办公室高级主管和家族
财富主管。从中发现，
现在家族普遍
将其私人资产与企业资产分离，反

映中国家族财富管理日趋成熟。
59%的受访者的财富已分离，
25%计
划分离。这为快速增长的家族办公
成长空间打下了基础。家族办公室
目前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合规性，
其次是创造投资回报以保护财富
（81%）和招聘外部人才（62%）或
寻找有经验的服务提供商（60%）。
对国内日渐增长的家族办公室
市场，瑞银财富管理中国区主管、
集
团董事总经理吕子杰表示：
“近年
来，
中国的私人财富增长速度有目共
睹，
同时越来越多的第一代中国企业
家面临着财富传承问题。中国富裕人
群对家族办公室的兴趣越来越浓厚，
—瑞
瑞银在内地设立的银行平台——
士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今年首次推
出了境内家族信托业务。”

“在家族办公室，投资和继承
是两大类重点主题，信托在家族财
富传承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中国
从事财富管理和家族信托、慈善信
托的头部信托机构——
—中航信托总
经理助理、家族信托部负责人姜燕
认为，中国家族办公室行业在起步
发展期，家族客户选择的专业外包
服务集中于法律、
税务、
信托、
保险。
其中，在继承方面选择信托作为外
部服务的占 65%。
此外，中国家族办公室投资策
略开始转向保值。股票和直接私募
股权超越固定收益成为最受欢迎的
资产类别，近三分之二（62%）的家
族办公室还表示，他们计划在 2021
年投资更多股票，并将 40%的资金
更多地投资于直接私募股权。

在私募股权领域，大多数受访
者（86%）持有处于成长阶段的公
司、风险投资（77%）和实物资产
（54%），
而吸引直接投资的主要行
业是科技（82%）、医疗保健 / 社会
援助（71%）和金融（46%）。
惠裕全球家族智库创始人范晓
曼介绍，全球家族办公室市场不断
增长，总体资产管理规模至少为 65
万亿元人民币。家族办公室为国内
的财富家族提供了一个让自己这一
代及子孙后代学会家族财富保值增
值的技能。根据本次调研，只有
39%的中国家族制订了继承计划，
而全球平均值为 54%。她建议各家
族在将其家族办公室作为投资工具
之余，还应使其在继承计划中发挥
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