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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动态

工银瑞信基金谭冬寒：

医改推进有利于整个医药行业发展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
见》。工银瑞信基金谭冬寒表示，
下一步医改的推进对整个医药行
业发展都是有利的。

谭冬寒表示，这是一个框架性的
文件，全面梳理了医改方向，方向也
是一脉相承的，改革继续稳步推进。
我们认为当前医改的阶段是顶层设
计清晰下的稳步推进阶段，是20多年
医改探索以来首次找到改革突破口
的阶段，是医药供给侧改革的不可逆
变化。这次疫情凸显出健全医疗体

系的重要性和改革的迫切性，凝聚共
识，在全社会形成了关怀医生的氛
围，为改革推进奠定了良好群众基
础。我们相信下一步医改的推进对
整个医药行业发展都是有利的。

截至 3 月 11 日，谭冬寒管理的
工银瑞信医药健康股票成立以来
累计回报达 104.94%，区间跑赢业
绩比较基准达 100.33%，年化收益
率达 55.76%，位居同类可比 325 基
金第 2，工银瑞信医疗保健股票在
他任职期间年化回报达 17.15%，排
名同类前15%。

在多个行业因疫情无法复工
之时，中国医疗医药行业始终马不
停蹄持续生产。国家统计局公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前2个月，中国医
疗防护和生活所需物资增长较快，
口 罩 、发 酵 酒 精 产 量 分 别 增 长
127.5%和15.6%。

中山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湛
表示，医药行业原料药价格迅速提
高，治疗和预防新冠肺炎相关器械
耗材订单激增。预计药品涨价有
望持续至少一个季度，显著增厚国
内企业短期利润，口罩等防护产品
的生产企业有望在接下来的数月
都面临极高的需求量。

除了短期利好，市场认为，中

国医疗企业的未来前景也值得
期待。

东兴证券分析指出，海外疫情
持续发展，而中国已基本控制疫
情。口罩、防护服、监护仪、呼吸机
等防治产品已实现产能扩大，更多
富余产能可以满足出口需求，对于
中国医药产业将是一次国际化的
机遇。

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表示，医疗行业占中国 GDP(国内
生产总值)比重可能从目前的 6.4%
上升至7%以上，随着境内外需求骤
然大幅上升，卫生、疫防、治疗、设
备、保健等几个细分行业将会有不
错的表现。

——医疗及生物制药业

经济战“疫”录：多个产业“逆流”而上

疫情使互联网成为刚需，更多
产业加速向线上转移，“宅经济”也
为诸多产业带来爆发式红利。

除了线上购物、外卖等较成熟
的线上产业获得进一步发展机会，
更多中国民众形成在线上采购的
习惯，休闲娱乐、教育、办公、医疗
等传统产业也借助互联网实现了
大发展。

由于直播的火爆，知名酒吧
OneThird 转战线上，2 月 9 日在抖
音进行 5 个小时的云蹦迪直播，累
计在线人数超过121.3万人，收到打
赏接近200万元人民币。淘宝直播
新开播的直播间数量同比翻倍，新
开播场次同比上涨110%。

天风证券研究报告显示，2020
年春节期间，在线问诊类客户端日

活最高达到671.2万人，同比涨幅达
30%，互联网医疗快速发展。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
表示，大中小学推迟开学，各类社
会培训机构无法开展线下课程，在
线教育获益。未来几周部分企业
仍将以远程办公为主，即使疫情过
去，一些企业也会考虑将远程办公
作为一种提高韧性的工作方式。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
沈建光表示，随着疫情逐步解除，
经济社会生产恢复正常，教育、医
疗、办公等庞大的在线化市场需
求会持续激发，有望诞生出像微
信、滴滴一样的超级应用，这也为
相关领域数字化科技创新带来新
机会。

(据中新社)

——线上产业

国家 统 计 局 数 据 显 示 ，1-2
月份，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
比下降 20.5% 的同时，与居民生
活密切相关商品呈现增长态势，
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饮
料类和中西药品类商品分别增
长 9.7%、3.1%和 0.2%。近一个月
来，A 股食品饮料板块逆势强劲
上涨。

在餐饮业遭受重创的时刻，食
品饮料业能够较快增长，与线上销
售的活跃密不可分。

疫情期间，中国多地小区采取

了封闭管理，民众转向线上买菜，
线上食品销售创下新纪录。艾瑞
投研数据显示，每日优鲜春节期间
实收交易额同比增长350%，京东到
家春节期间全平台销售额同比增
长470%，疫情期间多个生鲜平台订
单量成倍增长。

展望后续发展，渤海证券认
为，从长期来看，食品饮料行业大
部分具有必选消费的属性，且现金
流良好。同时，新冠肺炎疫情或将
加速中小企业出清，使龙头企业集
中度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食品饮料业

疫情使中国经济遭受冲击，多个行业陷
入困境。不利环境下，一些产业逆势而上。

连日来，中央各部门出
台一系列促消费举措，为百
姓消费营造更好的条件环
境。国家发改委等23个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消费扩
容提质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的实施意见》，从市场供
给、消费升级等方面提出 19
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印发通
知，提出发展网络消费；国家
发改委等28个部门联合开展
消费扶贫行动……

各地也纷纷推出一系列
促消费举措——

——促进文旅消费活
动。宁夏通过提前下达重点
项目补助资金、发放各类创
评扶持奖励资金等措施，激

活文化和旅游消费市场；山
东济南面向旅游景区、旅行
社等文旅企业推出2000万元
惠民消费券；新疆部分景区
推出门票半价或买赠活动。

——刺激餐饮消费市
场。南京大型餐饮企业通过
会员积分、发优惠券等方式，
请市民“到店”消费；宁波打
包一批餐饮品牌企业，面向
企业、机关单位等提供优惠
团餐服务；福州开展餐饮“无
接触外卖月”活动，拉动餐饮
消费。

——激活线上消费潜
力。上海推出“云走秀”“云
逛街”“云上快闪店”等“云购
物”模式；深圳市商务局联合

腾讯微视发起“微视鲜粉节”
助力水产销售；内蒙古开展
电子商务促消费专项行动，
大力发展网红经济……

数据显示，截至16日，全
国已有28个省区市3714家A
级旅游景区恢复对外营业，
复工率超过 30%，全国生活
服务企业复工率超过60%。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业收
入分配和消费司司长哈增友
说，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
放是有效对冲疫情影响、提
振经济的关键举措。特别在
当前国外疫情加速蔓延下，
集中精力扩大国内消费、培
育强大国内市场正当其时、
非常必要。

各地密集出台促消费“硬核”举措

“这款产品干性肌肤也
可以用，喜欢的话点击右下
角蓝色购物袋就能购买，一
会儿我们还有直播间抽奖
活动……”19 日晚，在北京
汉光百货兰蔻专场直播间
里 ，护 肤 顾 问 化 身“ 云 柜
姐”，向屏幕前的 2 万多名

“顾客”逐一介绍每件护肤
品的使用方法。

“当晚直播间护肤品销
售额超过 116 万元，专柜新
增 1500 多名粉丝。直播销
量比我们预计的还要高，目
前我们已经做了两场直播
活动，后期还会考虑再推出
一场。”兰蔻华北区销售经

理侯爽说。
疫情期间，尽管线下消

费受到冲击，但线上消费热
度不减，各类“云消费”新场
景正在不断涌现，成为新的
经济亮点——大年初一，电
影《囧妈》通过抖音等平台
免费在线播放，上线三日总
播放量超 6 亿；主打“最后
一公里”的社区商业迎来发
展契机，苏宁数据显示，今
年 2 月苏宁菜场销售环比增
长 7 倍；拼多多数据显示，
截至 20 日，通过直播等方
式，拼多多抗“疫”助农专区
售出农产品超 2.6 亿斤；随
着气候转暖，近日各地景区

纷纷推出“云赏花”“云春
游”……

统计数据显示，1 至 2
月，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
额同比增长 3%，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1.5%，
同比提高 5 个百分点。疫情
冲击下，新型消费显现出强
大的生命力。

“未来依托社交电商等
平台的新型消费将迎来较大
增长空间。国家应鼓励新消
费模式和业态发展，引导相
关企业创新服务供给方式，
促进消费潜力持续释放。”中
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
究部主任赵萍说。

“云端”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
人王斌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后，居民外出急剧减少，
消费市场受到较大冲击，特
别是对 2 月份消费影响巨
大。但与此同时，我国消费
也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活力
和新增长点。

“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
不断拓展，无接触配送、无人
零售、直播零售等消费新模
式快速发展；人工智能、远程
办公、‘互联网+医疗+药店’
等逆势发展；信息消费、卫生
健康用品消费显著增长。”王
斌说，随着一系列促消费政
策落地见效，预计消费将逐

步恢复。疫情不会改变我国
消费长期稳定和持续升级的
发展趋势。

赵萍认为，当前各地生
活服务企业复工复产持续
推进，服务消费规模将得到
有效提升。以旅游和餐饮
消费为例，疫情期间，居民
外出就餐和旅游的消费需
求没有得到有效满足，随着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前
段时间被抑制的服务消费
有望迎来反弹。

王斌表示，商务部将进
一步研究提出促进汽车、家
具、家电等重点商品消费的
政策措施。同时，壮大服务

消费，促进城市消费，提升乡
村消费，培育新型消费，不断
创新消费促进平台。

“新型消费成为我国经
济发展的新动能。下一步将
围绕培育发展新消费，加快
以 5G 网络和数据中心为重
点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
设，努力推进信息服务全覆
盖。鼓励发展线上线下融合
消费新模式，促进传统销售
和服务上线升级。鼓励使用
绿色智能产品，促进养成健
康生活习惯。坚持包容审慎
监 管 ，推 动 新 消 费 健 康 发
展。”哈增友说。

（据新华社）

消费持续升级趋势未变 加快培育消费新动能

促消费“硬核”“礼包”密集发放

去吃喝玩乐，
你准备好了吗？

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地消费造成较大冲击。数据显示，1至2月全
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20.5%，增速比去年同期回落28.7个
百分点。为促进消费回补，更好释放新型消费潜力，连日来中央和地
方陆续出台一系列促消费相关举措。

应对疫情冲击，消费如何提振？各地推出了哪些实招？面对一大
波消费“礼包”，你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