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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有关 2021年节假日安排的通
知和沪、深交易所 2021年“中秋节”休市的
规定，本报 9月 20日至 9月 21日休刊，9月
22日起恢复正常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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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私募产品备案近2万只
量化类约占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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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孟 珂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9月14
日发布的《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受托运营年度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显示，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权益投资收益额1135.77亿元，其
中：已实现收益853.27亿元(已实现收
益率8.50%)，交易类资产公允价值变
动额282.50亿元。年度投资收益率
为 10.95% ，打 破 了 2019 年 创 出 的
9.03%收益高点。而在此前2017年和
2018年两个年度，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5.23%和2.56%。

据社保基金相关负责人介绍，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自2016年12月受托

运营以来，累计投资收益额1986.46
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6.89%。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
所长陈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2020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实现10.95%的收益率，远远跑赢了定
期存款利率。近两年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投资的收益率在稳步提升，说明
其主动管理能力在增强。

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数据
来看，2020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直
接投资4700.06亿元，占比37.77%；委
托投资7744.52亿元，占比62.23%。

陈雳表示，从往年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的收益率来看，基本实现了资金
的保值增值。当前国内资本市场建

设愈发健全，国内经济稳步上升，在
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可以适度提高
证券市场的投资比例，以取得更好的
受益。

“需要注意的是，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入市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这
类长期资金入市有利于引导正确的
价值投资观念，有利于市场的繁荣稳
定，同时也将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和活
跃度。”陈雳说。

《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末，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13950.85
亿元，权益总额12444.58亿元。与
2019年年末10767.80亿元的资产总
额相比，年度规模增幅约30%。

据人社部7月份公布的2021年

第二季度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
底，所有省份均已启动2021年度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委
托资金规模1.25万亿元，到账金额
1.09万亿元。

陈雳表示，从规模上看，今年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整体增幅
不大，但总体来看规模呈现稳步上升
的态势。

东方财富choice统计显示，截至
二季度末，有30个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组合现身136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
股东名单。其中，在二季度有76只为
新进或增持，22只减持，38只持股不
变。从重仓持有个股所属行业来看，
化工、生物医药、食品饮料、电器设备

等板块依然受其青睐。
陈雳表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

资风格整体偏谨慎，对于传统行业的
投资比例较大，更青睐于业绩稳定、
逐年稳步增长的行业。同时，化工板
块受益于经济周期上行，电子、生物
医药则为高成长的景气赛道，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作为中长期资金，选择成
长赛道的优质科技个股，能在收益与
风险之间做出平衡。

“社保基金会坚持长期投资、价
值投资和责任投资的理念，按照审慎
投资、安全至上、控制风险、提高收益
的方针进行投资运营管理，确保基金
安全，实现保值增值。”社保基金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去年投资收益率达10.95%

许 洁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人们熟知的中医
理论之一，意思是说，如果经络气血通畅，就不
会感到疼痛或不舒服；一旦有疼痛的症状，则
说明经络阻塞、气血不畅。

中国互联网巨头之间的相互屏蔽问题由
来已久，就像人体经络受阻一样，让消费者以
及创业公司饱受其苦。

9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
工信部部长肖亚庆介绍“推进制造强国网络强
国建设 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关情况时，
专门回应了公众关切的互联网行业互联互通
问题，而其中网址屏蔽链接是正是整治重点。

目前，各大平台按标准解除屏蔽已经进入倒
计时，不按时执行的将会被依法采取处置措施。

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将成为2021年互
联网行业最为热门的议题，甚至会是中国互联
网行业“再出发”的里程牌。

如今看来，各大平台必须要深植“互联互
通”这一大局意识，充分认识到工信部专项整

治行动的目的是引导形成开放互通、安全有序
的市场环境，推动行业规范健康高质量发展。

广大网民遇到的“在某一平台不能打开另
一个平台购物链接”“从这个平台不能一键跳
转到那个平台”种种麻烦理应消除。各家牢牢
筑起的“防火墙”，阻断的不仅仅是网民的顺畅
体验，更禁锢了互联网行业红利的释放。

伴随监管层实施“反垄断”、促进互联互通
等重磅举措相继落实，互联网行业新秩序正在
重塑，但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赵志国也尖锐指
出：“部分互联网企业对屏蔽网址链接问题的
认识与专项行动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

想必，一些平台尚未清醒地认识到“互联
互通”的必然和紧迫，缺乏“底线思维”。事实
上，也只有互联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不找借
口、主动作为，凡事从是否有利于消费者权益
的角度、有利于中小企业和整个行业创新发展
的角度出发，中国互联网行业才能实现真正的

“互联互通”。
除了“互联互通”，工信部部长肖亚庆还强

调：互联网安全是底线。

在笔者看来，恰恰只有实现“互联互通”，
方可守住安全这一底线。

比如，一些网络“黑产”已经形成了完整的
产业链，传播链条也呈现出跨平台特征。要打
破这些黑产链条，就绝不能仅仅依赖于运营
商、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扫门前雪”，而
必须协同起来、“拉线织网”，开展跨平台协同
作战、联动打击，才能见效。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8月份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6月
份，我国网民规模已高达10.11亿，普及率达到
71.6%。如何深度挖掘现有用户资源价值，已
成为各大互联网平台不得不面对的新课题。

“互联互通”合作共赢，一定好于画地为牢，拆
除平台壁垒，改变当前互联网生态不兼容、不
互通的状况，才能从整体上降低企业的交易成
本、激发大众创新精神，最终让数字经济的血
脉更加通畅。

打破互联网巨头“互设路障”怪圈

本报记者 王 宁

今年2月份以来，受供应紧张形势影响，煤
炭系品种价格不断上涨。对此，相关部门多次
出手保供稳价，特别是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办公厅向各地方和有关企业发出通知（下称

《通知》），就抓紧做好发电供热企业直保煤炭
中长期合同全覆盖工作做出安排。

多位专家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相关政
策出台后，煤炭价格趋于稳定，这也体现了国
家对保障基础民生产业的决心。

新规对缓解煤电企业压力意义重大

《通知》要求，推动煤炭中长期合同对发电
供热企业直保并全覆盖，确保发电供热用煤需
要，守住民生用煤底线；发电供热企业和煤炭
企业在今年已签订中长期合同基础上，再签订
一批中长期合同，将发电供热企业中长期合同
占年度用煤量的比重提高到100%。

“《通知》出台的背景是今年煤炭需求旺
盛，供应略显紧张，因为需求增幅太大，相关部
门要保重点行业，特别是电力企业，其中供热
是重中之重，因为其关乎民生。我认为《通知》
的出台非常及时，也很必要。”全国煤炭交易中
心副总经理李忠民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随着能源结构调整，尽管煤电装
机在逐步下降，去年首次降至50%以下，占
49.1%。但煤电电量在整个电量中依然占比较
高，去年达60.8%。所以从煤与电的关系看，尽
管近年来不断调整能源结构，新能源装机也在
逐步增长，但煤电对于整个电力供应而言地位
依然重要。

“基于这种背景，稳定煤炭价格对整个电
力行业来讲至关重要，因为电力是关乎国计民
生的基础行业。从意义上来讲，稳定电煤供
应，尤其是保供稳价对电力行业的稳定运行至
关重要。”李忠民说。 （下转A3版）

煤炭储备工作正提速
煤价不具持续上涨动力

烧钱抢位的社区团购
路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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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雨萌

今年以来，屡被国资委“剧透”的新央企
组建工作，有了最新进展。

9月14日晚间，中国西电发布公告称，收
到控股股东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通知，经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研究并报国
务院批准，同意中国西电集团与国家电网有
限公司部分子企业实施重组整合，新设由国
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
行出资人职责的新公司。

另据公告显示，中国西电集团与国家电
网有限公司所属许继集团有限公司、平高集
团有限公司、山东电工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以
及国家电网所属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持有的江苏南瑞恒驰电气装备有限公司、
江苏南瑞泰事达电气有限公司、重庆南瑞博
瑞变压器有限公司股权将整体划入该新公
司。新公司资产规模将超千亿元。

尽管这一重组事项已经由上市公司层面

率先“官宣”，但截至记者9月14日晚间发稿
前，国资委官网尚未披露这一重组事项。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兴国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输配
电装备业务的整合，一方面是落实电网企业
改革，推进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更好聚焦发展
输配电业务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加快发展我
国电力装备产业，增强电力装备产业整体国
际竞争力的需要。

事实上，对于新央企的组建工作，今年以
来，国资委曾先后在多个场合予以“剧透”。
从表述上看，也从“适时组建新的中央企业集
团”这12个字，进一步细化为“根据国有资本
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需要，结合产业发展实
际，适时组建新的中央企业集团，推动国有资
本向关系国计民生、提供公共服务、应急能力
建设和公益性的行业领域集中，向前瞻性战
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近年来，央企重组整合工作一直在稳步
推进。例如，2016年新组建的中国航空发动

机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新组建的国家石油
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2019年新设的中
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正式列入国资
委履行出资人职责企业的中国融通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2021年新组建的中国卫星网
络集团有限公司和新设的中国中化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2020年正式揭牌、2022年底前将完
成划转国资委管理的中国南水北调集团等。

毕马威国资国企改革服务中心负责人乔
漠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随着
中国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依靠有效的资
源分配，实现优质资源整合，发掘内生价值，
显然成为这一轮国有资产优化布局的最大动
因。结合最近几年央企及地方国企在重组整
合上的“加减法”动作可以看出，本轮整合

“加”的是科技，是产业引领，是央企规模“更
大”之后的“更优”；“减”的是冗余的同类型平
台，是历史的包袱，亦是早期非主业的投资布
局。预计后续央企及地方国企的重组整合将
更加讲求实际效果。

千亿级电力装备新央企获批 央企名单再刷新
专家称iOS支付渠道
全面放开几成定局
..........................A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