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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改变旅游消费习惯：

旅客从“价格敏感”转向“安全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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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叶佳茵）

根据去

哪儿网数据显示显示， 在刚过去的 3

月，旅客密度较小的公务舱、头等舱

预定量环比 2 月增长 46%，远高于经

济舱 34%的增速，而拥有更高入住标

准的“安心住”产品占据了酒店订单

量的八成。“在疫情的影响下， 许多

“价格敏感性” 的旅客正在向“安全

敏感性”转变，出游安全成为当下旅

客最关注的问题。 ” 去哪儿网副总裁

勾志鹏表示。

公务舱预定量增速高于经济舱

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今年第一

季度民航客座率大幅下降，但两舱客座

率的下降幅度远低于经济舱的下架幅

度。 据去哪儿网数据显示，疫情最严重

的的 2 月，选择公务舱、头等舱出行的

旅客占比相较 1 月逆势上升， 远高于

2019 年、2018 年的占比。 此外，从旅客

群体来看，亲子、偕老出行的旅客搭乘

公务舱出行的意愿更高，80 后用户占

比 31%，是所有年龄段里搭乘两舱比

例最高的。

高星酒店回暖速度超经济型酒店

不仅仅是出行，从酒店数据也能反

映这个变化。 根据去哪儿网数据显示，

自 2 月份上线“安心住”酒店以来，迅速

成为了酒店的预订主力， 不仅占据了 8

成的订单量，而且连续 6 周实现两位数

增长。 此外，3 月份以来，围绕“安全”标

签的搜索量增长 25 倍， 而往年热门的

延迟退房、价格便宜等标签热度则不断

下降。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酒店服务相

对完善、安全标准相对较高的高星级酒

店

（四星级及以上 ）

在 3 月以来回暖明

显。 据去哪儿网数据显示，在疫情最严

重的 2 月，四星级以上酒店入住人数下

降 87%，但随着 3 月份酒店业回暖，3 月

份四星级以上酒店入住人数较 2 月份

增长 2.16 倍。其中深圳 3 月份环比 2 月

份增速 2.33 倍，广州增长 1.53 倍，回暖

速度远超经济型酒店。

旅客对出游安全的关注提升并不

意外，但为了关注“安全”而愿意牺牲低

价的行为转变，正在改变着当下的旅游

业。 谁能推出更多满足旅客出行需要的

“安心”产品，谁将在旅游业的复苏过程

中占得先机。

非中央空调房成热门房型

据了解，去哪儿网近期上线的“非

中央空调”酒店，就是根据用户近期的

咨询和反馈而推出的新服务，从而满足

许多用户对于独立空调的需求。 据去哪

儿网数据显示， 全国有超 5000 家酒店

推出了“非中央空调房”， 上线一周以

来，相关搜索量上涨 17 倍，成为去哪儿

网平台上最热门的房型之一。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针对近

期引发关注的佣金话题，美团外卖方面

昨日首次发出公告回应，对外透露平台

部分数据：美团外卖从诞生以来，持续

亏损 5 年，即便在刚刚盈亏平衡的 2019

年，第四季度外卖平均每单利润也不到

2 毛钱， 平台的绝大部分收入需要投入

在帮助商户提供专业配送、获取订单和

数字化建设中。

美团外卖在公告中表示，2019 年美

团外卖八成以上商户佣金在 10%~20%，

真实的数字远低于各种传言和想象。

2019 年，300 余万商家从美团外卖获得

了订单，近 400 万骑手从美团外卖获得

了收入。 商家、骑手、平台从来就是一个

唇齿相依的命运共同体。“今年美团外

卖的首要任务，是要通过平台切实帮扶

300 万餐饮商户通过外卖生存下来，并

活得更好”。

美团方面透露，疫情期间，美团外

卖启动了“春风行动”，推出每月 5 亿元

流量红包、4 亿元商户补贴，针对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优质商户，按不低于 3%~5%

的比例返还外卖佣金，覆盖全国商户数

量超过 60 万家， 对于武汉商家在 2~3

月全面免除佣金直至封城结束。 相比疫

前，七成商户外卖单量已恢复 60%以上，

还有三成实现反超。 以广东为例，目前

返佣和活动补贴累计金额已超过 1 亿，

经平台帮扶及商户自救，广深两地餐饮

外卖商家订单恢复近九成，超五成商家

订单超过疫前。

4 月 10 日，广东省餐饮服务行业协

会

（以下简称“广东餐协”）

联合 33 个广

东各地协

（商）

会向美团外卖发出《广东

餐饮行业致美团外卖联名交涉函》

（以

下简称《交涉涵》）

，受到大众关注。 交涉

函称， 美团外卖在广东餐饮外卖的市

场份额高达 60~90%， 新开餐饮商户

的佣金最高达 26%，已大大超过了广

大餐饮商家忍受的临界点。 广东省餐

饮行业组织呼吁美团直接减免整个

疫情期间广东省内所有餐饮商户外卖

服务佣金 5%或以上，并重点扶持广东百

强餐饮企业、钻石酒家企业、米其林餐

厅及广东省省、市、区餐饮协会会员企

业；同时立即取消独家合作限制等其他

垄断条款。

王廷科调任

人保集团副书记

信息时报讯（记者 李晶晶）

近

日，中国人保发布公告称，根据中共中

央决定， 王廷科任中共中国人民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副书记。

据了解， 王廷科曾先后任职于

中国光大集团、 中国太平集团、中

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2018 年 6 月

起，王廷科出任中国信保董事长、总

经理和党委副书记。

根据中国人保发布的年报 ，

2019 年，中国人保实现保险业务收

入 5552.71 亿元，同比 2018 年增加

11.4%；同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224.01

亿元，同比增加 66.6%。

受海外市场动荡影响，近期 A 股迎

来调整。 面对基金净值回撤，不少投资

者不知是该继续持有还是赎回离场。 新

华基金基金投资部总监、新华精选成长

主题 FOF 拟任基金王奕蕾表示，当前是

权益类资产较好的布局时点，买一些较

好的权益资产，有助长期财富增值。 给

基金经理足够的时间表现，长期回报都

会不错。 如果投资者选择基金经理比较

困难，买 FOF 产品是最简单的方式。

公募 FOF具有三大优势

王奕蕾表示，目前市场风险还未来

释放完毕，一是不能确定疫情什么时候

能够得到控制，二是经济下行的预期还

没有充分反映到市场之中，但未来下跌

空间有限。 经过近期大幅调整，目前股

债比处于历史高位的极值水平，是布局

权益类资产的较好时点。 后续主要看好

成长板块，比如 5G 相关应用领域，新能

源汽车相关行业，以及医疗行业。

据了解，正在发行的新华精选成长

主题 3 个月持有期 FOF，主要精选具有

成长风格的金牛基金以及其他优质基

金。

那么，FOF 产品有哪些优势？ 王奕

蕾表示，公募 FOF 最大的优势是多资产

的配置。 拉长时间来看，不同类别的资

产在不同时间段收益和波动并不相同。

公募 FOF 可在不同时间点增配不同资

产以提高组合收益、降低波动。 其次是

专业筛选的功能。 投资者想要从市面上

众多基金中挑选优质基金比较困难，

FOF 产品通过基金优选可解决投资者

择基难题。 最后是分散风险。 通过多资

产配置，FOF 可分散单一市场

（即资产

类别 ）

和单一风格风险，帮助投资者减

少资产配置失误。

在合适的时机，选到合适的人

公募 FOF 在筛选基金方面有何

不同？ 王奕蕾分析，FOF 的业绩来源主

要有三层，一是大类资产配置所带来的

收益，二是细分资产，包括细分风格的

选择带来的收益，三是具体基金标的筛

选。“作为专业机构投资者，公募 FOF 在

进行资产配置时一定是从大类资产出

发，再去做细分资产的选择，做具体标

的的筛选，最后一步就是组合的动态平

衡，也就是风险管理。 ”在王奕蕾看来，

FOF 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合适的时机，

选到合适的人。 专业的机构投资者做

FOF 的时候，会对基金经理建立非常多

的基金经理库，明确划分出基金经理的

投资风格，在此基础之上，再去进行风

格性价比的筛选，最后在每一个风格上

优选最优的基金经理来进行投资。

具体来看，在选基金经理时，王奕

蕾会关注历史业绩、绝对收益、风险调

整收益等指标，对其选股能力、择时能

力给出综合评判。 同时，她还会关注基

金经理的投资风格，以及是否有完整的

投资框架去支持其风格的稳定。 此外，

基金公司对基金产品的提升也非常重

要，产品线、整体业绩、管理规模等等都

是她关注的指标。 王奕蕾表示，如果投

资者选基金经理比较困难，买 FOF 产品

是最简单的方式，交由专业机构既做资

产配置，又做基金优选，选对基金经理

长期回报一定会不错。

上投摩根举办

业内首场云端发布会

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旗下上投

摩根 MSCI 中国 A 股 ETF 于昨日

起正式发行，上投摩根总经理王大

智领衔与投资者以云端形式进行

产品交流。 本次发布会邀请了众多

上投摩根战略合作伙伴出场，包括

摩根资产管理亚太区首席执行官、

亚太区 ETF 业务负责人、MSCI 亚

太区负责人、以及各大券商的首席

分析师等共同参与。

上投摩根基金总经理王大智

在云端发布会上表示，看好未来中

国投资趋势，尤其是新兴与成长行

业。 根据摩根资产管理的预测，未

来 10~15 年， 中国的 GDP 增速将

保持在 4.4%，增长速度大幅超越全

球其他主要经济体。 在未来 5 年，

中国将贡献全球超 1/3 的增长。 在

当前全球经济环境正在从增长走

向衰退，除了中国，找不到一个经

济体量如此之大，同时增长还这么

快的市场。 这样的机会，是在全球

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难以

发现的。 众所周知，ETF 产品具备

流动性高、运作透明和交易费率低

廉等优势。 上投摩根 MSCI 中国 A

股 ETF 的管理费和托管费合计仅

0.2%/年，具有费率更低的优势。

新华基金王奕蕾：

FOF要做到在合适的时机选到合适的人

美团外卖回应佣金问题称

每单外卖利润不到2毛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