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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募 REITs 概况 

（一）REITs 市场整体情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募 REITs 累计上市 24 只产品，沪深

交易所 REITs 二级市场总市值为 854 亿元，自由流通市值为 379 亿

元，本月市场成交量 14.23 亿份，成交金额 70.86 亿元，日均换手率为

1.04%，月度总回报率（含分红派息）为 0.02%。2022 年，全年市场成

交量 119.97 亿份，成交金额 656.48 亿元，日均换手率为 1.43%，总回

报率 0.89%。 

从全年情况来看，公募 REITs 经过 2022 年整年运行，被市场广

泛接受和认可，总体运行平稳，初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和示范效

应。  

 
（图 1：公募 REITs 市值情况） 

资料来源：Wind，朱雀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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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公募 REITs 市场本月收益情况)  

资料来源：Wind，朱雀基金 

 

 

 
 (图 3：公募 REITs 市场本月交易情况)  

资料来源：Wind，朱雀基金 

（二）公募 REITs 分类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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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公募 REITs 市场本月分类交易情况)  

资料来源：Wind，朱雀基金 

 

 

(图 5：公募 REITs 分类成交额占 REITs 总成交额比重)  

资料来源：Wind，朱雀基金 

 

(图 6：公募 REITs 分类成交额)  

资料来源：Wind，朱雀基金 

序号 资产类型
成交量

(亿份)

成交金额

(亿元)

区间日均

换手率(%)

成交额占REITs总

成交额比重(%)

1 保障性租赁住房 2.472 7.150 1.459 10.090

2 园区基础设施 6.388 24.311 1.378 34.310

3 交通基础设施 2.874 26.128 1.026 36.874

4 生态环保 0.715 3.954 0.957 5.581

5 能源基础设施 0.316 2.587 0.805 3.651

6 仓储物流 1.468 6.727 0.378 9.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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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公募 REITs 分类成交量)  

资料来源：Wind，朱雀基金 

 

(图 8：公募 REITs 区间日均换手率)  

资料来源：Wind，朱雀基金 

二、REITs 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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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本月公募 REITs 相关政策一览表) 

资料来源：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地方政府部门、朱雀基金整理 

三、REITs 市场动态 

（一）产品发行情况 

12 月， 共计 2 只 REITs 上市，首只民企仓储物流公募 REITs 获

批，另有首批 2 只新能源 REITs 申报至上交所。 

    （二）项目招投标情况 

序号 发布时间 文件名称 发布机构 主要内容

1 2022/12/14
《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

203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

《纲要》在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指出：健全投资
项目融资机制。持续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加大对补短
板领域支持力度。有序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
信托基金健康发展。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形
成存量资产和新增投资的良性循环。

2 2022/12/15 《“十四五”现代物流发展规划》 国务院办公厅
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指出在仓储物流行业稳妥
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
点。

3 2022/12/23
《关于开展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的通知》

文化和旅游部、自然资源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方面指出，在文化和旅游领域稳
妥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等，激发社会投
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

4 2022/12/19
《关于征集基础设施REITs试点储备项

目有关工作的通知》
北京市发改委

试点行业范围：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市政
基础设施、生态环保基础设施、仓储物流基础设施、
园区基础设施、新型基础设施、保障性租赁住房、其
他基础设施领域、具有供水、发电等功能的水利设施
、自然文化遗产、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等具有较
好收益的旅游基础设施。

5 2022/12/6
《广东省关于加快开展基础设施领域
REITs试点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要分领域、按类别全面梳理开展基础设施REITs试点
项目需求，建立广东省基础设施REITs项目库。按项
目成熟度和开展阶段，分级纳入项目意向库、储备库
和发行库，确保符合条件、有意愿的基础设施项目“
应入尽入”。积极推荐一批意愿强烈、对社会资本有
吸引力、代表性强的盘活存量资产项目纳入国家试点
示范。同时，支持企业间加强联合，以同类集合互补
、扩大资产规模、提升项目运营效益为目标，鼓励多
个原始权益人进行优化整合，联合发行REITs产品。
为进一步提高积极性，《意见》还明确将省属企业发
行基础设施REITs情况纳入国有企业年度经营业务考
核。

6 2022/12/5
《关于进一步完善铁路建设投融资机

制的意见》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支持符合国家相关要求的铁路项目开展不动产投资信
托基金（REITs）试点，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融资模
式，盘活存量资产，腾出资金空间，拓展融资渠道。

7 2022/12/24
《促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实施意见》
苏州市人民政府

上市公司通过配股、增发，以及发行优先股、可转债
、公司债、资产证券化（ABS）、发行全球存托凭证
（GDR）、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资本市
场工具开展再融资的，各县级市（区）可按每次募集
资金投资于苏州部分的5‰给予奖励，单家企业每年
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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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本月公募 REITs 项目招投标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招标平台，公司公告，朱雀基金整理 

 

 

 

 

 

 

 

 

 

 

 

  

 

序号 招投标日期 项目名称 权益人 招标内容 中标结果

1 2022/12/6
威海文旅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5A景区REITs
威海文旅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选聘公募REITs项目财务顾问公司和

基金管理人

财务顾问公司中标人为国
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基金管理人中标人为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2022/12/7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公募

REIT项目
成都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提供基础设施项目申报、审核、设
立、发行、管理和运营等过程一揽

子专业服务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2022/12/9
山东龙冈旅游集团5A级

景区公募REITs
山东龙冈旅游集团 公募基金管理人及主协调人 中航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2022/12/12
黄河长清大桥公募REITs

项目
山东铁路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选聘财务顾问（证券公司）、公募
基金管理人、专项计划管理人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联

合体

5 2022/12/15
无锡市文旅集团鼋头渚
景区基础设施REITs项目

无锡市文化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

REITs项目总协调人 -

6 2022/12/16
西安高新区保障房公募

REITs
西安高新区保障房投资
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选聘公募基金管理人及资产支持专
项计划管理人

平安基金平安证券联合体

7 2022/12/24
国家能源集团云南电力
有限公司公募REITs

国能迪庆香格里拉发电
有限公司

云南公司香格里拉公司REITs项目原
始权益人资产及发行配售咨询服务

-

8 2022/12/26 北京热力集团公募REITs
北京市热力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基础设施公募REITs财务顾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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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已上市和在审公募 REITs 产品一览表（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资料来源：上交所、深交所、朱雀基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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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非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仅作为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客户服务事项之一。 

本文件所提供之任何信息仅供阅读者参考，既不构成未来本公司管理之基金

进行投资决策之必然依据，亦不构成对阅读者或投资者的任何实质性投资建议或

承诺。本公司并不保证本文件所载文字及数据的准确性及完整性，也不对因此导

致的任何第三方投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本文所载的意见仅为本文出具日的观点和判断，在不同时期，朱雀基金可能

会发出与本文所载不一致的意见。本文未经朱雀基金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

得以任何形式转发、翻版、复制、刊登、发表或引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