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5投资2018年9月25日星期二
责任编辑吴炜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关注

泰隆“天添向上2号”首发20天，销售突破20亿元
近日，泰隆银行最新上线的理财产品

“天添向上2号”在首发20天，销售突破20
亿元。参与购买用户近6000户。

泰隆银行上海分行相关人士介绍，“天
添向上2号”5万起投，1分钱递增。用户每
天可在账户内看到收益显示。用户若赎回

本金及收益可实现实时到账。
泰隆“天添向上2号”的7日年化收益为

4.77%（9月19日七日年化收益率的参考值数
据）。目前，“天添向上2号”暂不对公司用户
开发。个人用户可通过泰隆手机银行，或到
泰隆上海分行各营业网点进行申购。 广告

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快速增长，带
动汽车金融蓬勃发展。最新数据说
明，万亿级汽车金融市场释放的诱人
机会，则吸引着融资租赁业的目光。

来自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
显示，2017年全国汽车产销量分别
达到 2901.5 万辆和 2887.9 万辆，连
续9年蝉联全球第一。今年前8个月
汽车产销量分别达到1813万辆和近
1810万辆，同比增长2.77%和3.53%。

汽车产销量增长对汽车金融形
成明显的带动效应。《中国汽车工业
年鉴》称，2017年汽车信贷规模或超
万亿元。咨询机构罗兰贝格则在其
发布的《2017年中国汽车金融报告》
中预测，未来几年中国汽车金融市场
规模将保持25.7%的年复合增长率，
至2020年整体市场规模将达到2万
亿元。

万亿级汽车金融市场释放出诱
人的机会，吸引着相关行业的目光，
其中也包括了将汽车作为重要拓展
领域的融资租赁业。

中国平安旗下平安国际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近日在上海正式发布“用
心融万物”品牌口号，并重申其“双T”
战略，即横向与金融服务生态圈协
同，纵向聚焦“医疗健康”和“汽车服
务”两大生态圈。

平安租赁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方蔚豪表示，自2015年起，平安租赁
通过“以租代购”创新模式正式布局
汽车金融。乘用车金融业务板块中
的对公业务、零售业务及经营性租赁
业务陆续从零起步，2016年初步成
型并于2017年进入快速增长阶段。

目前，汽车金融C端业务每月超2万
笔，二手车评估量超3万台，审批端
单笔3秒就可以出结果。

大幅降低购车门槛的“以租代
购”，不仅受到新一代消费群体青睐，
也为融资租赁公司在汽车金融大市
场中争得一席之地。零壹智库等机
构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融资租
赁车辆达到150万辆，较上年增长2/
3，融资租赁公司在汽车金融市场中
的份额也从上年的7%提升至11%。

近年来，包括腾讯、京东、百度等
互联网巨头以及中国平安等金融企
业在内，各路资本纷纷涌入汽车融资
租赁市场。不过，在整体市场占有率
稳步提升的同时，汽车融资租赁行业
也呈现发展失衡的现象，特别是一些
中小规模租赁公司面临资金不稳定、
信用额度受限等“痛点”。

在这一背景下，位居“第一阵营”
的大型融资企业开始尝试为同业赋
能。方蔚豪透露，平安租赁已启动

“汽车租赁 2.0 战略”，以“资金+风
控+系统”为切入口搭建汽车金融开
放赋能平台；通过资源赋能平台发挥
规模效应，提供车辆采购、二手车评
估及处置服务；搭建“渠道+服务+产
品”平台，提供各类金融产品、后市场
产品及服务、渠道网络及标准服务团
队网络等。

在业界看来，未来伴随资本持续
进入，中国汽车金融市场将进一步释
放潜能。龙头公司着力打造行业生
态圈，则有望为汽车融资租赁市场营
造良性发展环境。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虽然双11物流旺季还
未到来，但快递公司提价的消息却先
一步到来。

快递单票收入下滑已成行业趋势
中通快递在官网上发布关于调

整部分地区快递费用的通知，中通快
递称，基于快递行业发展现状与趋
势，为了进一步维护服务品质和提升
客户满意度，中通快递集团综合考量
后决定，从2018年10月1日起启动
快递费用调节机制，调整全国到上海
地区的快递费用。其他地区的快递
费用调整时间另行告知。具体费用
调整幅度，由当地服务网点根据总部
指导建议并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实施。

另有消息称，韵达也向各网点发
布“调整到达上海地区快件派费”通
知，称受行业环境、人员、场地等成本
上涨原因导致派送压力巨大，将各网
点到达上海地区的快件派费上调，以
缓解派送压力、平衡网络发展。市场
分析人士称，快递公司赶在旺季来临
前进行价格上调，意味着今年双11
快递战提前打响，或还会有快递公司
跟进。

巧合的是，去年双11旺季来临
前，中通也在10月上旬发宣布上调
快递价格，并解释是受运输成本增
加、人工成本提升、原材料价格上涨
等多种因素影响，同一时间，韵达速
递官网发布告客户书表示，称受人
力、物料以及运营成本攀升等影响，
对快件价格进行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半年报显示，在
业绩增长的同时，上半年通达系快递
企业的单票收入总体呈现出下降趋
势，韵达在半年报中提到，报告期内
公司单票快递业务收入1.74元，同
比减少0.25元/票。韵达表示，单票
业务收入下降，主要系公司货品结构
持续优化（变小变轻）、电子面单使用
率提升、加盟商直跑等原因所致。圆
通速递在半年报中同样提到，公司单
票快递产品收入较去年同期下降
0.06元至3.57元，降幅为1.60%。东

北证券分析，目前快递单票收入下滑
已成行业趋势，短期提升可能性不
大。

为了控制成本，各家快递公司纷
纷提高自有车队投入、调整派费、规
模化降低人工、运能以及加盟商成本
等。中通快递董事长赖梅松就曾在
二季度财报电话会上透露，今年还将
减少中转环节、持续增加分拨中心自
动化分拣设备投入，进一步降低人力
成本。

网购规模继续保持30%增速
国家邮政局本月刚刚公布的今

年8月快递行业运行情况，8月份，全
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 41 亿
件，同比增长 25.7%；业务收入完成
488.6亿元，同比增长20.9%；1-8月，
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302.6亿件，同比增长27.2%；业务收
入累计完成3715.2亿元，同比增长
24.8%。

安信证券研报分析称，8月份快
递业务量41亿件，增速25.7%，增速
环比6月下降，总体保持平稳。从实
物网购规模增速看，2018年上半年
与1-7月的累计增速分别为29.8%与
29.1%，作为快递行业核心驱动力的
网购规模增速自年初以来环比呈下
降趋势，但依旧保持30%左右的较高
增速。8月作为快递行业年内相对淡
季，9月份之后伴随双十一等各大电
商节的到来，下季度快递业务量将逐
步攀升。

安信证券认为，截至8月单价降
幅连续第 5 个月扩大，维持低位徘
徊。8月份快递行业整体单价水平为
11.92 元 ，同 比 跌 3.72% ，环 比 涨
0.96%。分专业看，8月份同城、异地、
国际件平均单价分别同比跌3.35%、
跌2.14%、跌23.73%，表明行业自第二
季度开始小件化趋势持续、行业价格
竞争依旧使单价承压。其预计，随着
行业集中度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人工、
租金等刚性成本的上升，未来快递单
价的下行空间有限，同时由于通达系
同质化竞争激烈，行业单价向上拐点
短期难以出现。

往年消费习惯显示，从中秋国庆
“双节”至春节期间，都是中国黄金实
物消费的旺季。但在即将进入旺季
的当口，记者在上海几家金店看到，

“买金者”并未明显增多。
相比原油等大宗商品，今年初以

来黄金市场“金光黯淡”，金价持续回
落，然而相对的低价并未对实物消费
者激起明显的买入兴趣。

目前多家金店都推出节假日优
惠活动。记者在中国黄金一家门店
看到，中秋节期间足金饰品的报价为
每克335元，部分商品因为“双节”活
动可以再优惠每克30元。老凤祥金
店的饰品报价为每克342元，部分商
品每克优惠 20 元，相当于每克 322
元。

“总体上感觉金价便宜了很多，
相比前几年的价格，金价似乎还下跌
了。”一位在老凤祥金店选购的消费
者金小姐表示，趁假期到市场看看行
情，但没想好现在就出手，或许后期

会更便宜。
金小姐的看法代表了不少消费

者的心态——随着金价快速回落到
相对低位，消费者的观望情绪再度升
温。

数据显示，今年初以来国际金价
已累计下跌近8%，其中二季度到三季
度初，金价经历一轮急跌，国际金价
一度从每盎司1360美元附近持续回
落到每盎司1200美元下方，到目前，
纽约市场金价已持续一个月围绕每
盎司1200美元附近展开震荡。

“不过，黄金的需求也出现一定
的回暖迹象。”山东黄金首席分析师
姬明表示，金价的持续低迷正激发一
些大国和机构的消费和投资需求，比
如印度8月份黄金进口同比增速达
116%，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等新
兴市场也持续增加黄金储备，此外全
球最大的黄金ETF基金SPDR在前期
减持后也趋于稳定。

据新华社电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发行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金银纪
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3枚，其中
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2枚，均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

该套金银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
号。8克圆形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
为贺兰山、六盘山与黄河组成的数字

“60”造型，并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
立60周年”中文字样及面额。150克
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美丽宁
夏”组合图案，并刊“宁夏回族自治区
成立60周年”中文字样及面额。30
克圆形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沙湖
典型景观与引黄灌区、六盘山等组合

设计，并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
周年”中文字样及面额。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金
银纪念币中，8克圆形金质纪念币为
精制币，含纯金8克，直径22毫米，面
额 100 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10000枚；15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为
精制币，含纯银150克，直径70毫米，
面额50元，成色99.9%，最大发行量
5000枚；30克圆形银质纪念币为精
制币，含纯银30克，直径40毫米，面
额 10 元，成色 99.9%，最大发行量
20000枚。该套金银纪念币由中国金
币总公司总经销，上海申泉工贸有限
公司、上海金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银泰文化艺术品有限公司、上海
渊泉集币收藏品有限公司、上海裕盛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销售。

中通、韵达先后调整全国到达上海快递费用

备战双11 快递公司提前涨价

金价持续低迷
旺季黄金实物消费几何？

万亿级汽车金融市场
吸引融资租赁业目光

央行发行宁夏回族自治区
成立60周年金银纪念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