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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揽储开始 银行理财产品升温

单月44只券商集合理财产品问世

北蔡将用5至10年建多个区域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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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ECONOMY产经

■本报记者 许素菲 浦东报道

现代服务业人才总量猛增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外商投

资和民营经济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在浦东新

区获得迅猛发展，其占GDP的比重达六成左

右，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调查显示，新区第三产业人才资源率超过

50%，现代服务业领域人才相对集中，非公人

才主要集中在批发零售、信息服务、金融业、租

赁和商务服务、科研技术服务五大行业。

2011 年，新区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992 亿

元，增长 10.8%，占全市金融业增加值比重达

44.3%。以外资银行、股份制银行和PE/VC为

代表的非公有制金融机构发展迅速，去年非公

领域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员3.31万人，占全

市比重为68.5%。人才资源率为95.6%，在新区

所有行业中名列榜首。从金融业人才学历构

成看，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 21%；本科学历占

62.4%；大专学历占 12.2%；其他仅占 4.4%。从

年龄结构看，人才的年轻化程度较高，其中，35
岁及以下占76.1%；36岁-40岁占11%；40岁以

上占12.9%。

2011 年，新区航运业实现增加值 359 亿

元，增长 11.3%，占新区GDP的 6.5%。在产业

大发展的推动下，航运业非公人才加速集聚，

目前有大专及以上从业人员 9.4万人，人才资

源率达67%。从年龄结构看，35岁及以下人员

占 57.6%；从学历结构看，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40%。上述两项指标分别低于金融业 18.5个

百分点和43.4个百分点。

2011 年，新区贸易业实现增加值 763 亿

元，增长16.6%，占GDP比重13.9%。贸易业人

才加快聚集，目前非公有制领域大专及以上人

员共16.59万人，人才资源率达54.1%。从人才

类型看，贸易业人才的整体结构较为合理，主

要集中于技能型人才，占49.2%；其次为经营管

理人才（27.3%）和专业技能人才（17.8%）。从

年龄层次看，35岁以下的从业人员占 64.5%。

从学历层次看，本科以上学历占 30.3%。贸易

业人才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使用境外劳动力

占到新区总量的37.2%。

2011年，新区文化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558 亿 元 ，增 长 12% ，占 新 区 GDP 比 重

10.2%。新区规模以上文化创意产业有大专

及以上人员 20万人，吸纳就业最多的两个行

业分别为软件计算机服务业和建筑设计业，

从业人员分别占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数 45%
和 17%。

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匮乏

在上述领域人才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新

区的非公人才结构优化却显得滞后于产业结

构的调整。调查显示，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

上海和浦东人才市场的逐步放开，外地人才大

批涌入，海外人才回流规模也逐步扩大，新区

建设之初的人才匮乏局面在 2003年前后快速

消失，人才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单向约束转变为

两者之间的双向互动。

浦东经济总量迅猛增长和产业结构快速

升级，使人才结构性的“过剩——紧缺”现象日

益凸显，这组矛盾主要体现在不同类型人才构

成不平衡，例如高学历人才比重较大，技能型

人才比重较小；人才的饱和度存在行业差异，

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传统行业人才相对过

剩，而金融、先进制造业人才相对紧缺。

尤其是在现代服务业领域，国际化、高层

次、复合型人才队伍尚未完全建立，新区出现

人才规模扩大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结构性摩

擦的情况。

研究报告分析，高层次的创新型人才始终

缺乏，尚未形成人才对产业发展的拉动态势，

与浦东承担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

心主战场的战略定位有一定差距。以金融人

才为例，在上海的基础性、通用型金融人才充

裕甚至局部过剩的情况下，由于保险精算、核

保审赔、资产信托、金融工程等方面的人才极

为匮乏，导致浦东“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
排名还难以跻身世界前列。同时，产业链高端

环节人才高度紧缺，普遍缺乏特种人才，例如

金融业最缺保荐代表人、信息技术员、投资经

理等人才；航运业最缺物流方案经理、大管轮、

航运融资经理等人才，文化创意产业最缺乏网

站开发工程师、广告设计、艺术衍生品销售等

人才。

新区非公人才总量稳步增长 结构失衡制约产业转型升级

浦东现代服务业急需高层次人才

■见习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由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促进会主办的

第四届航运金融服务国际会议于12月5日至6
日在上海浦东召开。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

长王明志在会上表示，希望构建一个与中国航

运需求和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航运服务体系，形

成一条由政府推动、银行为主体、社会广泛参

与的中国特色航运金融业务发展道路。

王明志就“借助高端航运金融服务提升航

运业发展水平”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他建议，

上海航运管理可以和金融部门联合起来，争取

有利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将国外先进的管理模

式与上海自身的业务特点相结合。业界应共

同参与并关注中国航运景气指数，积极认真的

参与中国航运景气调查工作。随着中国航运

景气指数的逐步成熟，其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世界航运业的发展格局，对我国航运企业、港

口企业的发展，政府的决策将产生很大的影

响。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全力支持上海国际航

运研究中心的中国航运景气指数编制工作。

他在为中国航运景气指数专家咨询委员会委

员代表颁发聘任证书时，还肯定了中国航运景

气指数当前取得的成绩，也对中国航运景气指

数未来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上海市交通运输和港口管理局副局长张

林就“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进程与未来展

望”这一主题发表演讲，他指出目前航运金融

业务的发展已取得了巨大成效，但现在仍然是

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局面。

据悉，本次会议汇聚了全球顶尖航运金融

专业人士、政府官员、航运企业、造船业、投资者

等各路航运金融精英，共同探讨“如何推动中国

上海航运金融中心软环境建设”、“中外资航运

企业及金融机构的机遇与挑战”、“企业如何应

对当前严峻的融资形势”、“比较多元化的融资

渠道及融资服务”、“找到适合企业未来可持续

发展的融资组合策略”、“国内外企业如何共赢

中国航运融资市场”等话题，旨在为航运业及金

融业的共赢合作提供高端高效的沟通平台。

波罗的海交易所执行总裁 Jeremy Penn提

出，未来波罗的海交易所将紧密联系与中国有

关的油轮航线，并创造新的一揽子指数。

第四届航运金融服务国际会议浦东召开

业界探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软环境建设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艾瑞咨询最新报告显示：聚力传媒(PPTV
网站)综合服务日均覆盖、周浏览时长两项指标

稳居行业第一阵营。其中，日均覆盖近3500万人

次，紧随优酷土豆之后，位列行业第二；周浏览

时间位居第三。据悉，日均覆盖意味着视频企业的

用户规模与广告覆盖范围；浏览时长则体现出视

频网站的用户粘性及广告主品牌信息的曝光度。

目前，PPTV网站拥有未来两年国内剧独

家版权占有率 30%以上，垄断韩国三大电视台

未来三年所有新剧，以及拥有互联网最全的体

育和游戏视频直播点播版权。

业内人士认为，PPTV网站之所以能够持

续保持行业第一阵营的竞争力，与其下半年提

出的“4x2营销战略模式”密不可分。其中，“2”
是指“多终端”与“直播”两大技术优势；“4”是
指四大核心内容，即大剧、亚洲娱乐、体育、自

制出品。

PPTV网站稳居
行业第一阵营

综保区正成为最具吸引力的总部集聚地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12月3日，霍尼韦尔公司宣布：将为中国运

动型多功能轿车（SUV）、皮卡制造商长城汽车

提供柴油机可变截面涡轮增压（VNT）技术。

据了解，相较于传统的废气旁通涡轮增

压技术，霍尼韦尔VNT技术能够改善发动机

在低速运转状态下的车辆加速性能，并且实

现更清洁的燃烧。

霍尼韦尔交通系统集团中国及印度区副

总裁兼总经理戴鹏杰表示：“在接下来的五年

里，VNT在中国柴油轻型车的覆盖率将从目

前的5%增长到20%。我们很高兴能将最新的

技术引入中国，并与长城汽车这样的领先制

造商携手合作，帮助他们持续改善车辆性

能。”

霍尼韦尔预计，到 2017年全球采用涡轮

增压发动机的乘用车数量将会增加80%。中

国也将成为涡轮增压发动机应用增长最快速

的市场之一，装备涡轮增压发动机的新车将

从2011年的210万辆增加到2017年的670万

辆，从而新车的涡轮增压器覆盖配套比例也

将增长到接近25%。

霍尼韦尔新技术
应用到国内多款车型

■本报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近日，联芯科技有限公司宣布：公司生

产的TD-HSPA/GGE 基带芯片LC1713，已
经被摩托罗拉公司采用。

据悉，摩托罗拉此次发布的X86架构的

Android智能手机——新锋丽 iMT788，采用

了联芯科技LC1713基带芯片。该芯片尺寸

为 8mmx8mm，是目前业界最小的 TD Mo⁃
dem 基带芯片。

联芯科技是主流的TD-SCDMA及LTE
终端芯片提供商，其基带芯片系列产品已与

国内外诸多品牌厂商建立战略合作。今年5
月，联芯科技发布一款双核智能终端芯片，

宣布进军智能手机市场。

摩托罗拉手机新品
采用联芯科技芯片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近日，全球最大软木塞供应商阿莫林公

司在沪宣布，现已覆盖中国各大葡萄酒产区，

与葡萄酒生产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实现了15%-20%的持续稳定增长。

据介绍，阿莫林公司是世界最大的软木

和软木衍生品生产企业，业务遍及 100多个

国家，每年销售额逾 4.95亿欧元。2010年，

阿莫林创下了有史以来最佳年度销售业绩，

葡萄酒软木瓶塞销量超过30亿个，占全球年

软木塞销售总量的26%。

阿莫林拓展中国市场

■本报记者 李音 浦东报道

在经济环境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新

能源产业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12月4日下

午，新区科委主办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论坛请

来有关专家，通过演讲和头脑风暴的形式，一

起为新能源产业“把脉”，期待为新能源企业

找到新的发展机遇。浦东新区新能源产业联

盟年会也同时举行。

论坛上，国家发改委中国投资协会新兴产

业中心副主任王涛向与会企业介绍了国家新能

源产业政策及走向。王涛透露，“十二五”期间，

我国将建100个新能源示范城市，他希望新区

的新能源企业能够在其间找到发展壮大的机

会，“新能源产业未来将获得十倍百倍的高速发

展，希望浦东能成长为行业的新星。”

国家工信部科技司基础处处长阮汝祥表

示，新能源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2020年将

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他认为，发

展新能源产业“要靠市场做选择，靠企业做决

定”。国家住宅与居住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的总建筑师曾雁则把关注焦点放在了光伏

产业。他认为，95%依赖出口的国内光伏产

业亟需调整，我国应从“制造国”向“应用国”

迈进，“国内市场不可忽视”。曾雁表示，建筑

应成为光伏系统的主要应用途径。

新区科委请专家
为新能源企业“把脉”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随着中国大陆在亚太区域经济地位的

不断提升，跨国公司以中国市场为核心，整

合其亚太区业务的趋势逐步显现。上海综合

保税区昨日启动的亚太营运商计划，无疑给

跨国公司再次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记者了解到，不少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将

原有的分拨中心、物流基地转向上海综保

区，并计划依靠亚太营运商计划给予的优

惠政策条件，调整公司战略，推动亚太业务

和总部功能在此集聚。上海综保区有望成

为跨国公司在亚太地区最具吸引力的总部

集聚地。

跨国公司加快升级总部

英特尔、泛达国际贸易、通用电气医疗等

20家跨国公司率先加入了此次亚太营运商计

划。在他们看来，此次综保区的先行一步，对于

他们建立企业亚太枢纽提供了更多的帮助，更

重要的是，带来了物流管理等营运方面的便利。

英特尔公司日前正逐步将原先位于香港

的中央处理器盒装业务转移至上海综合保税

区。而根据他们的预测，未来此项业务的货物

转运时间将有望从原来的3-4天缩短至1天。

“近年来，中国地区的业务量不断上升，

这也是我们希望在中国建亚太枢纽的一个原

因。此次加入综保区亚太营运商计划，未来还有

海关、检验检疫等方面的支持，相信通关速率将不

断提升。”英特尔中国区董事总经理戈峻表示。

同时加入亚太营运商计划的泛达国际

贸易公司也有了全盘的计划，将根据此次给

予的便利化政策，率先整合公司物流链管

理。根据泛达网络产品国际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总经理孙敏推算，预计三年内将物流的

成本下降至 30%。

“随着物流的整合，下一步还将利用外汇

管理优势，加强总部的资金管理，最终做到集成

集团的物流、商流、资金流。”孙敏表示。

冀望三年内培育100家

上海综保区管委会透露，亚太营运商

计划的目标已经拟定：用 3 年时间即到“十

二五”期末，将有条件的综保区区内企业培

育成为统一负责集团总部在亚太区范围内

具有订单销售、物流运作及资金结算等功能

的实体运作型营运总部，即培育 100家亚太

营运商。

事实上，综保区已经具备丰富的“资源”

力量。目前，区内有近五分之一的营运中心正

在将其业务范围向亚太市场扩展；洋山保税

港区则依托欧美航线优势吸引越来越多的

跨国公司设立国际采购配送中心；机场综合

保税区依托临空优势集聚发展空运亚太分

拨中心。这为上海综合保税区将目光瞄准国

际市场，主动参与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体系再

定位，集聚和打造亚太区功能性总部创造了

有利条件。

浦东先行先试探索中国特色航运金融业务发展道路。 □本报记者 吴慧全/摄

近期国家统计局

浦东调查队利用相关

调查结果，对新区非公

人才结构与产业发展

进行了匹配度研究。

结果显示，浦东非公人

才在总量稳定增长的

同时，仍存在明显的结

构性失衡现象，特别是

在金融、航运、贸易和

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

业领域，非公人才引

进、储备和培养方面存

在的不足可能会制约

浦东产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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