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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目标下
通航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 徐鑫

最近的热点中，“碳达峰”“碳中和”持续升温，
连带着碳中和概念在资本市场上全线爆发，相关的
环保、新能源等公司纷纷大涨。从环保、工业、交
通到金融领域，“碳中和”成为热词，航空业也不
例外。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东航和川航的董事长都
提出了航空业实现碳达峰的建议。

2030“碳达峰”，2060 年 “碳中和”的承诺，
可以预见在接下来的 40 年里对我国供给侧改革、
能源革命与产业升级带来剧烈的影响。对于民航业
来说，行业减碳工作有几个大的方向，如提高燃效、
整合行业资源，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 ；依靠
科技发展，带动航空产业变革；应用智能化、数字化、
无纸化等科技手段，增加航空产品和服务的绿色含
量 ；提升机队运行效率，加快实施空域改革，推广
空域精细化管理改革经验 ；推动可持续燃料、飞机
等新技术的变革。

但由于现阶段航空燃油的不可替代性，控排减
碳的手段还较为欠缺，新能源替代项目不多，控排
减碳手段相对有限。目前，电池技术正在迅速发展，
全电动飞机有着零排放飞行的潜力，但对于商用飞
机而言，目前还没有能和燃油系统相提并论的动力
系统。另一方面，全电动推进系统却能在通用航空
和城市空中交通中发挥巨大潜力。电动飞机的出现
会助力节能减排，有利于环保并减缓全球气候恶化，
不仅可以消除直接的碳排放，更能直接减少燃料成
本和维护成本。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下，从产业发展角度
看，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高端制造为代
表的高技术行业迎来新一波快速发展机遇，这些产
业带来的技术变革和创新，能对通航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有力技术支撑，推动通航产业的互联网 +、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发展，为行业提供新一代信息技
术驱动的精准化、个性化服务。而数字低空经济和
数字经济发展能直接促进通用航空传统产业的转型
升级。

通航业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主要路径在
于能源替代、节能提效、工艺改造等方面上，而这
些方面都是通航产业发展的良好契机。 

能源替代 ：构建通航业零碳电力为主、氢能为
辅的能源结构，大力推动电动飞行器的发展，拉动
包括供应链上下游、制造端、运营端在内的全产业
链协同发展。

节能提效 ：推动通航飞行器自动化驾驶、数据
库开发、推进信息化、供应链数据共享，建设智慧
通航。

工艺研发 ：主要集中在电池技术升级、高功率
快速充电技术、高能量密度电池、高功率密度高扭

矩电机、分布式电动驱动、航空复合材料、空气动力、
大规模制造等领域。

另外，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的既定目标下，通航
产业里的电动飞行器，如电动直升机、UAM、无
人机等都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大环境对新兴技术
产业有很强的推动作用，电动飞行器如 UAM 涉及
的产业链长、辐射面广，新兴技术能进一步的拉动
通航产业的发展。在生产制造方面，能给电动飞行
器提供分布式电动驱动、航空级别电池产业、航空
复合材料、空气动力、噪音控制、人工智能、自动
驾驶和飞行控制等技术。在商业运营方面，能帮助
通航产业建立低空交通管理、共享出行 APP、垂直
起降场、大数据服务等数字化生态链。

通过产业升级带来的产业协同也能使通航产业
在碳中和的道路上收益。电动飞行器和国内比较完
备的新能源汽车在产业上有许多共通的点，在高能
量密度电池、高功率密度高扭矩电机、高功率快速
充电、自动化驾驶、数据库开发、大规模制造等领
域能产生巨大的产业协同效应。

2030 碳达峰，2060 年碳中和的承诺，既是挑
战也是机遇。借着这股势头，结合新兴高科技产业
的发展，推动通用航空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从新
的方向完成产业的弯道超车。把通航产业的发展从
规模速度型向转质量效率型转变 ；提高科技创新驱
动通用航空发展的重要作用 ；推进智慧通航建设，
加强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无缝衔接 ；促进智慧空域管
理与智慧飞行运行、实现通航产业的数字化运营、
智慧化营销与服务，在碳中和的奋斗目标下实现全
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种种迹象表明，城市空中交通极具发展前景，
世界各地区的国家和企业都已纷纷入场，而在国内，
不论是造车新势力、传统的车企、互联网巨头都加
入了这条赛道，国内亿航作为 UAM 的第一股不论
是在政策还是商业上都屡出佳绩，种种信息告诉我
们，UAM 不仅是未来，更是当下各家必争的新赛道。

为进一步交流前沿进展、开展国际合作，由国
际航空科学理事会（ICAS）主办，中国航空学会
承办的主题为“城市及地区空中交通”第 32 届国
际航空科学大会将于 9 月 6~10 日在上海举办。这
是继 1992 年之后，第二次在中国举办此次大会。
大会尤为关注当今航空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例如：
解决航空问题的新方法、提升性能的新技术、更清
洁更安静的环境、更灵活的研发流程等。此外，新
兴热点领域，如增材制造技术、工业物联网（设计、
生产与保障）、基于模型的系统工程、电推进、无
人机、自主系统、零排放、电动垂直起降机及以上
新技术为全球空中交通管理系统带来的新挑战等也
将成为讨论热点。

新型消费有望成为
促消费扩内需的重要增长引擎
|| 刘俊鹏

消费是一切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
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
对经济增长发挥着基础性和主要拉动
作用。基于网络数字技术的新型消费
潜力加速释放，2020 年我国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近 40 万亿元，消费对经济
增长贡献率达 57.3% 左右。我国居民
消费虽然持续增强，但整体居民消费
率仅为 38% 左右，远低于美国、英国
等发达国家的 60%~70%，居民消费仍
有巨大的扩大空间。新型消费领域主
要涉及新零售、电子商务、线上消费
等多行业， 配套上涉及云计算、线上支
付、人工智能等。新型消费的发展有
助于推动我国消费需求回暖，是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
同时，有利于拉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增
长、改善民生、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对国民经济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具有
重大意义。

数字化赋能，助力新型消费快速
增长。随着 5G、互联网、大数据技术
的发展，人工智能、社交式营销等数
字化改革为传统零售带来新的增长机
会，用户、商品、运营，整个供应链的
线上线下全面一体化的零售新业态已
成为传统零售企业发展新方向，如直
播平台、共享经济、智慧零售相关的
企业蓬勃发展，2020 年全国网上零售
额 117601 亿元，较上年增长 10.9％，
网上零售在社会消费中占比持续提升。
在线下接触型消费受阻的情况下，新
型消费实现逆势增长，成为消费领域
的最大亮点。

3 月 25 日，国家发改委、中央网
信办等 28 部门联合发布《加快培育新
型消费实施方案》，强调要拓展无接触
式消费，推动零售业数字化改造，提
升中小电商企业数字化创新运营能力，

推进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应用，
政策将在多领域为我国传统零售业转
型提供支撑，驱动行业继续向前发展。

在基础建设层面，“十四五”期间，
国家将加快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应用、
推动数字产业化，打造数字经济新优
势。国家将针对数字化发展加快新基
础设施建设，构建基于 5G 的应用场景
及产业生态，促进物联网、大数据等
新技术在商业领域的应用。同时，进
一步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鼓励参
与“互联网 + 公共服务”的消费模式。
另外，“十四五”期间，国家将持续推
进绿色交通建设，推动环保建筑建造，
同时健全强制报废制度和有关耐用消
费品回收处理体系，积极促进绿色消
费。

在政策层面，不断完善相关制度
建设和服务标准体系，逐步建设新型
监管机制，对证照办理进行相应的精
简。通过加大政策导向支持，加强新
型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保障能力
建设，比如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和现代
物流供应链保障等。在资金层面，支
持新型消费企业开展债券融资，推进
设立新型消费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符
合条件的新型消费企业利用多渠道资
本市场浊资，拓宽融资渠道。引导符
合条件的各类社会资本规范采用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参与新型消费产
业项目。此外，新增冷链物流追溯政策，
提出“利用‘溯源码’实施‘首站赋码、
进出扫码、一码到底、扫码查询’等
管理模式，建立从供应链首站到消费
需求终端的进口食品冷链物流追溯系
统”；新增互联网保险政策，提出“加
快推进保险线上化进程，丰富保险产
品供给，为互联网场景下的交易、支付、
出行等提供更多风险保障”等。

在民生层面，《实施方案》在某些
领域，提出了一些实招和硬任务，旨
在以点带面实现突破，更好适应消费

结构升级趋势。比如，疫情防控对“互
联网 + 医疗健康”提出更多需求，为
加快推动供需匹配，《实施方案》明确
要出台互联网诊疗服务和监管的规范
性文件、出台电子处方流转指导性文
件、打通互联网医院和实体医疗机构
的数据接口并逐步推动医药保数据互
联互通等。还有提出要提速快递物流
进农村，2022 年前实现有条件的行政
村全覆盖 ；有序推动无人配送、无人
驾驶在产业园区等特殊场景落地和示
范 ；推动出台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政策 ；推进平台从业人
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研究推行政府
购买优质在线教育服务 ；修订出台互
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加快制定并
推动实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领域相关标准，加强对新技
术金融应用的规范。

中国信息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新
经济智库院长朱克力表示，新型消费
正成为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的重
头戏，承载着畅通国内大循环和扩大
内需促消费的战略功能，以此促进新
基建与新消费的衔接、商务流通领域
的转型、传统商业企业的数智化改造
和跨界融合，有利于发挥宏观政策调
整效能的多重诉求，推动供给侧和需
求侧两端联动与改革发力，深度赋能
新发展格局。朱克力提出，新型消费
发展应当补短板和锻长板。在需要补
齐的短板中，夯实信息基础设施、规
范市场秩序是重中之重。他建议，一
要加快建设支撑新型消费发展的信息
网络基础设施，强化服务保障能力建
设，优化新型消费发展环境 ；二要加
强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深化包
容审慎和协同监管，健全服务标准体
系，规范市场秩序 ；三要加大新型消
费政策的支持力度，强化财政支持，
优化金融服务，完善劳动保障。

|| 曾碧玥

2021 年一季度正式收官，上证指
数收报 3441.91 点，一季度累计下跌
0.9% ；深证成指下跌 4.78% ；创业板
指累计下跌 7%。一季度，A 股市场剧
烈波动，春节假期成了分水岭，节前三
大指数甚至刷出多年的阶段高点，但春
节后下跌，最近才有所企稳，被市场称
为抱团股的核心资产出现大幅下跌，带
动指数快速下行。进入 3 月后，三大股
指缩量震荡，“碳中和”成为 A 股主线
行情之一，此前大幅调整的基金抱团股
逐步企稳。

 

A 股一季度跌幅较大

就全球重要股市而言，一季度 A
股表现并不太好，除了马尼拉综指跌
9.76% 外，A 股跌幅很大。具体而言，
欧洲股市，法国 CAC40 涨了 9.41%，
德国 DAX30 涨了 9.33% ；而美国三大
股指，道琼斯涨了 8.04%，标普 500
涨了 5.39%，纳斯达克涨了 1.22%。

从 A 股市值角度来看，截至 3 月
31 日收盘，A 股总市值为 78.21 万亿元，
较 2020 年底的 79.59 万亿元减少 1.38
万亿元。按照中证登披露的数据，截至
今年 2 月底，A 股自然人投资者人数
达 1.8 亿人。按此计算的话，一季度股
民人均亏损约 7600 元。此外，年内上
市新股，截至 3 月 31 日收盘的总市值

为 0.78 万亿元。将此扣除的话，同样
按 1.8 亿人计算，一季度人均亏损则增
加到 12000 元。

一季度打新
网下募资金额与中签率环比下降

2021 年一季度共上市 88 只新股，
新股数量环比略有减少，但网下募集资
金为 268.70 亿元，环比下降达 30%，
去年四季度这一数字为 384.17 亿元。
2021 年一季度，主板、创业板、科创
板打新收益分别为 21.96 亿元、173.00
亿元、215.43 亿元，合计 410.39 亿元，
环比下降 17.21% ；2020 年四季度网下
打新收益合计为 495.70 亿元。2021 年
一季度，主板、创业板、科创板的打新
收益金额占比分别为 5.35%、42.16%、
52.49%，科创板贡献仍居首位。

主板新股开板涨幅在 2021 年 2、
3 月有明显下降，但科创板新股开板涨
幅有所上升，创业板新股开板涨幅则有
明显增加，整体看开板涨幅不降反升。

一季度钢铁行业领涨 

从行业板块来看，一季度中信一级
30 个行业中，有 13 个是上涨的，其中
钢铁、电力及公用事业和银行三大行业
均涨超 10% ；相反，在下跌的 17 个行
业中，非银行金融、通信和计算机行业
跌超 10%。

 
一季度市值盘点

截至一季度末，贵州茅台以 2.52
万亿元的总市值继续稳坐 A 股头把交
椅，工商银行与建设银行分列第二、三
位。而去年底挤进前十的宁德时代，经
历节后的大跌后，跌出前十，最新排在
了 A 股的第 12 位。

一季度大涨 17% 的建设银行成为

一季度市值增加最多的公司，市值增加
了 2675 亿元。其次，工商银行和招商
银行也增加过千亿，一季度分别增加了
1960 亿元和 1803 亿元。相反，大跌
17% 的中国人寿是一季度市值减少最
多的公司，市值减少了 1857 亿元。再
次是金龙鱼和立讯精密，市值分别减少
了 1672 亿元和 1553 亿元。

 
一季度基金盘点

一季度海外市场表现良好，标普
500 指数续创新高。QDII 基金指数维
持之前强势，上涨 3.22%。由于春节后
抱团行情调整，国内基金市场整体一季
度表现较为惨淡，混合型、股票型、指
数型基金指数分别下跌 3.38%、4.92%、
7.22%。

一季度基金发行市场回暖，权益型
基金发行火热。自去年三季度基金市场
发行热度达到顶峰后，四季度基金市场
降温，随着春节前权益市场表现强势，

基金市场发行逐渐回暖，一季度共成立
680 只基金，接近去年三季度水平，发
行总份额近 10700 亿份。

混合型基金发行个数较多，共 444
只，发行份额近 8000 亿份，占总发行
量近四分之三。一季度募集规模最大
的 3 只基金分别为南方兴润价值一年持
有 A（011363.OF）、广发均衡优选 A

（010379.OF）、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 A
（010198.OF），募集规模均超 148 亿份，
显示出在节前抱团行情演绎到极致后，
市场对高估值、成长风格的抱团板块的
担忧，投资者对价值风格、均衡策略的
偏好增强。从二级分类来看，一季度募
集份额前十的基金中，9 只均为权益类
基金，显示出节前权益市场强势表现点
燃了基金发行市场的热度，权益类基金
发行火爆。

一季度 ETF 盘点

ETF 发行持续火热、市场规模持
续攀升。一季度 ETF 市场整体规模约
11452 亿元，环比增长 5%，同比增长
约 30%。一季度 ETF 市场新发 69 只基
金，其中 59 只为行业主题 ETF，7 只
为宽基指数 ETF ；新发 ETF 中，行业
主题 ETF 发行规模占比超 80%，宽基
指数 ETF 占比近 15%。华夏基金管理
的华夏恒生互联网科技业 ETF（513330.
SH）发行规模最大，达 75.5 亿元。此外，

从发行规模前 20 的 ETF 的行业主题可
以看出，化工、互联网等行业 ETF 发
行数量较多。

ETF 市场交投活跃，成交额继续
保持上升趋势。ETF 市场一季度成交
金额达 41264 亿元，环比增速略低于
20Q4，约 15.71%。自去年二季度以来，
ETF 市场交投颇为活跃，成交金额一直
呈稳定上升态势，自去年三季度后至今
的单季成交额环比增速均未低于 15%。

股 票 型 ETF 成 交 额 稳 定 上 升，
Smart Beta 类型 ETF 活跃度大幅提高。
一季度节前 A 股市场表现较好，权益
市场火热，宽基指数、行业主题 ETF
成交较为活跃。受节前抱团股行情演绎
到极致，有部分投资者产生担忧以及节
后抱团股巨幅震荡调整的影响，Smart 
Beta 类型 ETF 一季度活跃度大幅提升，
成交额环比增长近 100%，除创成长

（159967.SZ）外，红利低波和价值类
ETF 较受市场欢迎，成交活跃度提升较
快，其中红利低波 ETF（510890.SH）、
小盘价值（159990.SZ）、红利低波动
ETF（512890.SH）、红利 ETF（510880.
SH）、股息龙头 ETF（515690.SH）一
季度成交额环比增速均超 110%。此外，
一季度国外市场较好，美股续创新高，
QDII 型 ETF 成交也较为活跃，成交额
环比增约 37.55%。

一季度资本市场盘点

图1  2021年一季度A股大事记。

图4  总市值增减前十公司情况。图3  一季度市值前十公司。

1 600519.SH 贵州茅台 25,237 

2 601398.SH 工商银行 19,745 

3 601939.SH 建设银行 18,376 

4 601318.SH 中国平安 14,387 

5 600036.SH 招商银行 12,887 

6 601288.SH 农业银行 11,899 

7 000858.SZ 五粮液 10,402 

8 601988.SH 中国银行 9,862 

9 601628.SH 中国人寿 8,994 

10 601857.SH 中国石油 7,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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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一季度行业涨跌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