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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动力电池回收

市场规模（制表：齐金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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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情况

（制表：齐金钊 数据来源：公安部交通管

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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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理财总经理潘东：

积极布局权益投资 多只养老方向产品筹备中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作为首家开业的股

份行理财公司以及 “银行理财公司金牛潜力

奖” 获得者，光大理财在业内创造了多项“第

一” ：发行1分钱起售理财产品、推出直投股票

理财产品……截至2020年末， 光大理财净值

型产品规模占比逾61%，“七彩阳光” 净值型

产品矩阵更加完善。

光大理财总经理潘东日前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21年，中国经济长期

向好趋势没有变，A股具备长期配置价值，光

大理财将以固定收益投资为基础，多方式积极

布局权益投资， 打造一体两翼的产品布局和

“阳光理财微笑曲线” 。她还透露，光大理财一

直高度重视养老三支柱政策变化，多只养老方

向理财产品正在紧锣密鼓筹备中。

A股具备长期配置价值

作为大资管市场新军，面对市场环境和风

格演变，银行理财公司该如何把握投资机会？

在潘东看来，今年“疫苗” 将接棒“疫情”

成为主导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逻辑。 目前全球

经济总体处在疫情暴发后的复苏期， 但这种复

苏是不平衡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充满挑战。 反

映在资本市场，就是大类资产价格波动加剧。

潘东表示， 我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有

变。今年是“十四五” 规划开局之年，虽然A股

整体估值偏高，但具备长期配置价值。 债市方

面， 短期利率债面临全球基本面复苏压力，但

从中期看，股债比价的天平正向债券倾斜。

她表示，光大理财今年将聚焦提升投研能

力，着力建立大类资产配置能力，不断强化对

委外管理人的遴选和管理能力， 以打造多资

产、多策略、全天候的投资平台与投资服务能

力为目标，以固定收益投资为基础，多方式积

极布局权益投资。

在潘东看来，相较其他资管机构，银行理

财公司最大优势是依托母行。在持续赋能母行

的同时， 光大理财努力从两方面扩展能力：一

是自上而下，通过大类资产配置把握宏观经济

走势以及货币政策变化；二是自下而上，真正

理解行业和企业，（下转A03版）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促进公平竞争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14日主持召开国

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

体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为培育壮大市场

主体和促进公平竞争提供法治保障。

会议指出，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对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关重要。 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部署，近年来通过推进商事制度等改

革， 市场主体数量在 “十三五” 期间新增

6000多万户，增强了经济活力和韧性，促进

了大量就业。 要深化“放管服” 改革，把行之

有效的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尤其要完善市场

主体登记管理这一基础性制度。 会议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草案）》，为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促进

创业创新、维护市场秩序提供法治保障。 草

案整合已出台的关于市场主体登记管理的

行政法规，对在我国境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

经营活动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

业合作社等登记管理作出统一规定。 主要包

括：（1）提升登记便利度。推行当场办、一次

办、限时办、网上办、异地可办。 登记机关对

申请材料符合法定要求的应予当场登记；不

能当场登记的， 一般应在3个工作日内予以

登记。 电子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2）精简申请材料和登记环节。登记机关

能够通过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获取的相关信

息，不得要求申请人重复提供。 申请材料不

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登记机关应一次

性告知申请人需补正的材料。 （3）为推动解

决“注销难” ，明确规定市场主体未发生或已

清偿债权债务、职工工资、社保费用、应缴税

款等，书面承诺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并按规定

公示的，可按简易程序办理注销，其中个体

工商户无需公示。（4）为降低市场主体维持

成本，设立歇业制度。 因自然灾害、事故灾

难、公共卫生事件等造成经营困难的，市场

主体可自主决定在一定时期内歇业并向登

记机关备案，歇业最长不得超过3年。（5）明

确诚信和监管要求。 市场主体实行实名登记，

对提交材料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负责，并

按规定公示年度报告和登记相关信息。 对登

记时提交虚假材料或有其他欺诈行为的，撤

销其市场主体登记，直接责任人3年内不得再

次申请登记。 登记机关根据市场主体信用状

况实施分级分类监管，采取“双随机、一公

开” 方式对登记事项进行监督检查。 （6）明

确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处罚措施。 增强处

罚针对性，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维护

诚实守信、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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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动力电池“奇幻漂流” 大比例进入小作坊

业内人士预计2021年由规范达标企业回收的电池占比不足一半

●本报记者 黄灵灵 齐金钊

4月初的武汉新洲开发区阴雨连绵，春

寒料峭。 不过，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

环产业园内却是一番火热景象———作为国

内产能规模最大的动力电池梯次利用产线，

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动力电池“退役潮”繁忙

备战。

然而，中国证券报记者调研发现，受配

套政策不健全、经济效益不佳等因素影响，

目前较大比例退役动力电池流向了以小作

坊为主的灰色产业链。

电池退役高峰将至

在园区内，中国证券报记者看到，因能

量衰减而退役的一排排汽车动力电池躺在

生产线上。 经过拆卸、重组、封装、检测等一

系列复杂步骤， 这些动力电池将重获新生，

应用于电动单车、应急储能等场景。

近十年来，新能源汽车产业高歌猛进，

孕育出特斯拉、比亚迪、宁德时代等巨头，并

在电池回收端催生出一个千亿元级市场。

“整条产线提前规划设计，每年可处理

动力电池10万套。 ”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宇平介绍， 格林美从2015年开展

动力电池回收业务。 初期，动力电池回收来

源一般是整车厂家或电池厂家的测试电池

包或售后电池包， 但2020年以来退役动力

电池增多，产线繁忙起来。

“电池使用年限5至8年，有效寿命4至

6年。 2015年生产的电池，从2019年开始批

量进入退役期，2021年将出现高峰。 ” 张宇

平说。

千亿元级新产业在动力电池回收端

悄然萌芽。东方证券研报预计，到2025年，

包含梯次利用和回收两大方向的国内动

力电池回收利用市场规模有望达到370亿

美元。 市场研究机构MarketsandMarkets

预计，（下转A02版）

数据来源/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智研咨询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韩景丰

央行：

深入推进支付领域反垄断工作

4

月

14

日， 中国人民银行召开

2021

年支

付结算工作电视会议。会议提出，深入推进支

付领域反垄断工作，加快推动出台《非银行支

付机构条例》，健全网络支付“四方模式”，适

当降低小微企业支付手续费。

800

家上市公司一季度业绩预喜

化工、钢铁、有色、造纸等行业亮眼

截至

4

月

14

日晚，

933

家

A

股公司披露了

2021

年一季度业绩预告，

800

家公司预喜，预

喜率达到

85.74%

。 其中，略增

65

家，扭亏

200

家，续盈

6

家，预增

529

家。 已披露业绩预告的

上市公司整体保持了较高的盈利能力。

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路演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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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4 月 15 日（周四）15:00-17:00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业绩说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