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投资2018年1月3日星期三
责任编辑蒋宝泉 美术编辑翁浩强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资讯

2017年“钱包”
不再是生活必需品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昨日，
蚂蚁金服旗下支付宝发布2017
年全民账单。数据显示，随着移
动支付的普及，上海人的生活方
式正悄然巨变：2017年，上海的
支付宝用户使用移动支付占比
为82%，创下新高。

随着移动支付的场景几乎
涵盖生活的各个方面，越来越多
的人不再携带钱包出门。“阿里
数据”发布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
趋势：过去3年，整个箱包类的
搜索量和增长率均稳步上升，但

“钱包”的搜索量在2017年首次
呈下降趋势。

移动支付占比飙升的原因
之一是二维收钱码的普及。一
年来，遍布中国大街小巷的超过
4000 万小商家，靠这张二维码
贴纸实现了收银环节的数字
化。现在，不管是在餐厅买单、
商店购物，还是抓娃娃机和烤红
薯摊，甚至街头艺人，都能支持
手机支付。

上海各公共服务部门也通
过在支付宝上开设“窗口”。
2017年，上海人在支付宝中办
理过各种公共服务，其中最受市
民欢迎的三项服务是生活缴费、
社保三金账单、实时公交查询。

报告还称，上海人在低碳环
保的概念上，稳稳引领全国：通
过在线缴纳水电煤、公共交通出
行等低碳行为，1046万上海用户
使用蚂蚁森林，用户量全国排名
第一；上海人共减排超过12万
吨，减排量相当于省电近2亿度，
全国排名第一，累计为地球种下
85.9万棵真树，全国排名第一。

中信银行发放
首笔租赁住宅贷款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中信银
行日前为碧桂园集团发放了4
亿租赁住宅开发贷款，这是该行
在租赁住宅领域落地的首单业
务。该租赁住宅项目位于广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建成后将
为优秀企业和人才优先提供租
赁住房，为当地人才引进提供强
有力的居住保障。

此前，中信银行与碧桂园集
团在北京签署300亿元长租住
宅保障性基金战略合作协议，银
企双方拟在租赁住宅项目并购、
开发建设、装修支持、持有运营、
后期退出等全链条进行整体业
务合作。

除完成首笔租赁住宅项目
投放外，中信银行也为某龙头房
企批复了50亿元租赁住宅并购
基金，为多家房企批复了持有运
营阶段的融资产品，该行租赁住
宅金融产品正在日渐完善，在市
场上产生了较强的带动效应，多
家优质房企都在主动寻求与中
信银行在租赁住宅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2017年
结束三年连跌，全年中间价累
计升值 5.8%、即期汇率升值达
到6.72%，一年前认为人民币对
美元将在 2017 年贬值 3%的国
际投行们，这次齐声称，2018年
人民币将保持双向波动，并不
会破“7”。汇丰银行预计，1美
元对人民币的“公允价值”大约
在 6.60 左右，而美元对人民币
汇率在 2018 年将围绕这一公
允价值呈现双向波动趋势，波
幅 预 期 将 大 于 2017 年 四 季
度。瑞银证券在 2018 年的亚
太区经济前景展望中预计，人
民币汇率保持区间波动，人民
币对美元的波动区间仍将在
6.5-7 之间。高盛高华首席中
国经济学家宋宇预计，2018年

货币政策整体保持稳定，人民
币有效汇率小幅贬值，而这在
资本控制收紧之际，对资本流
动的影响有限。

从“811汇改”至2017年中
期，市场上对人民币一直有贬
值预期。不过，在2017年 5月
引入逆周期因子后，这一格局
就发生了改变。在新公式下(三
因子模型)，中间价=收盘汇率+
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逆周期
调节因子，逆周期调节因子会
削弱前一日收盘价对中间价的
影响，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
周期波动，缓解外汇市场可能
存在的“羊群效应”。

贬值预期的逆转叠加跨境
资金流动的管理，使得资本外
流的情况得到改善。2017 年

10月末，央行官方外汇储备余
额 3.11 万亿美元，当月增加 7
亿美元，实现九连增，但增幅较
上月收窄 163 亿美元。不过，
10月美元指数升值1.6%，估计
当月汇率折算因素的影响为-
140 亿美元 (9 月为- 25 亿美
元)。另一个现象是，人民币汇
率的波动性在提升。截至2017
年11月 7日，美元对人民币1
个月隐含波动率早已经超过了
美元对新加坡元。尽管四季度
美元对人民币的收盘价始终维
持在6.6左右，但在盘中可能会
出现动辄300至400点的波动。

“双向波动、区间震荡”是
多数机构对2018年人民币汇率
的判断。平安证券指出，2018
年美欧经济形势反转，美元指

数有望在93-100的范围内波动
性上行，中美利差收窄，美国财
税改革带来资本外流压力增
大，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压力，
但逆周期调节因子及资本管制
保证了贬值幅度可控，破7概率
不大。总体而言，预计2018年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在6.6-7.0
的区间波动。国泰君安证券认
为，201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将在6.5-7.0之间震荡。这一判
断基于三点原因：一是汇市的
两个核心支撑因素——金融去
杠杆下的超额流动性收缩以及
严格的汇率稳定政策，暂时不
会变化；二是美元即使出现反
弹，也不会有“强弱周期”切换；
三是国内经济增长和通胀仍将
是“稳定+温和”。

人民币新年首日升值263点

机构众口一词：人民币“稳定”！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

中心的数据显示，昨日，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6.5079，较 2017 年 12
月 29 日升值 263 个基
点，并创下2017年9月
11日来新高。在即期
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
开盘报6.5030，并随后
一举升破 6.50 这一整
数关口，最高升值到
6.4922。离岸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也较前一交易
日大涨超300点，同样
升破 6.50 关口。2018
年的首个交易日，人民
币汇率迎来开门红。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元旦假期已过，年
轻人们纷纷乘着小长假出游放
飞心情。你是否注意到，年轻
人选择的酒店在近两年已经渐
渐地从经济型酒店，换成了以
体验为主的中档酒店或是个性
化酒店。酒店业的消费升级就
这样悄无声息地在我们周围发
生了。如家、汉庭等经济型酒
店品牌已经在淡出青年人的视
线，取而代之的则是桔子、亚
朵、书香等以体验为主的中档
酒店，以及一些特色民宿。

从消费经济到体验经济
随着最后一代的90后也已

步入18岁成年，旅游出行的消
费主体更加年轻化，他们对酒
店的选择开始越来越注重质量
而非价格，他们更关注提升、改
善住宿体验和生活品质，重视
酒店的产品设计、社交功能，以
及人文气息的塑造。华住酒店

集团董事长季琦去年对投资者
表示，公司当年前三个季度开
了 528 家门店，中高端的占了
60%。2018年会再开650家以上
的店，中高端占比还会更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
示，2005年到2016年，中国的经
济型连锁酒店从500家扩张到
22000家，翻了足足44倍。截止
到2015年底，全国经济型酒店
客房数量突破186万间，在整个
酒店市场占比接近60%。而经
济型连锁酒店的增长速度从
2016 年开始出现了明显的下
滑，从最高80%一直降到了2016
年不到20%。而从国内华住、首
旅 及 锦 江 三 大 酒 店 集 团 的
RevPAR（每间可供租出客房产生
的平均实际营业收入），也可看
出从 2015 年开始触底，并从
2017年开始上升，这也可以显
示出，旅客花在酒店上的费用
近两年是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根据如家酒店集团(现已从美股
退市收归首旅酒店麾下)2015

年半年报，以经济型酒店起家
的如家首次强调要在中高端发
力，且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

从发展速度来看，无论是华
住还是如家，近几年中高端品牌
的酒店扩张都明显快于经济品
牌。如华住收购桔子酒店，锦江
收购维也纳，都是在中端酒店大
举布局。此外，锦江则不断创立
出精品酒店的新品牌，而如家则
忙于将原本低端的如家连锁升
级成为如家精选。

三大酒店集团鼎立
就在从招待所到经济型酒

店，再从经济型酒店到中档酒
店的升级过程中，中国的酒店
行业集中度也在不断提升。除
了在高端酒店方面海外的酒店
巨头尚有一战之力外，在经过
了一系列合纵连横之后，目前
国内的中端及经济型酒店已经
形成了锦江、首旅如家和华住
的三足鼎立之势。在短短两年
内，国内“三巨头”在细分市场

上的占有率已经从 34.3%快速
提升至44.1%。

从目前三巨头的布局来看，
截至2017年三季度末，锦江的
酒店数最多，中高端酒店占比也
最高。华住酒店数虽和首旅如
家相差不多，但华住的中高端酒
店占比显著高于首旅如家。

在三巨头之间，各大巨头
的战略仍然有所差别。在大手
笔收购了法国卢浮、铂涛、维也
纳酒店三大酒店集团后，锦江
快速成为了国内客房数量第
一、中端酒店占比也最高的酒
店集团，但由于品牌众多、相互
之间缺乏内在的协同效应，所
以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整合。首
旅在2015年才收购如家，在中
端酒店上布局不足，数量也是
三家之中最少的，其在如家精
选的品牌升级上仍有工作要
做。相比之下，华住由于转型
最早，所以其品牌布局也相对
完整，是目前三大酒店集团中，
战略转型相对较好的。

90后消费习惯将改变酒店业格局？

1月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上涨263个基点。 新华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