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乏高素质的对金融运作了解的国际化人才，或

直接影响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速度。目前，浦东

方面正加快对实用性金融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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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伴随着楼市成交量低迷，银行

收紧信贷的大背景下，沪上楼市回

暖力度明显不如往年，而位于浦东

外高桥板块的楼市则率先出现降

价销售现象。

来自 21 世纪不动产上海区域

市场研究部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2 月，外高桥板块二手房成交量

共161套，同比下降近六成，而成交

均价下降超过5%，这是自去年外高

桥板块因“自贸试验区”概念火热

后首次出现量价齐跌的现象。

楼市观望情绪浓
外高桥置换需求受拖累

“去年门店一个月的成交量大

约 300 多套，今年一个月的成交量

只有 100 套，成交量下跌十分明

显。”21 世纪不动产外高桥门店负

责人王经理向记者透露，“目前门

店挂牌价格同比下降超过5%，有意

购买的市民却依旧是少数，市场观

望情绪非常浓重。”

记者了解到，该门店所出现的

挂牌价和成交量双双下跌并非个

案。在咨询多家外高桥板块房地

产中介后，记者获悉，多家门店30%
以上的房源挂牌价格相比去年年

底有所回落，降价幅度维持在

5%-8%。

对此，王经理进一步告诉记者，

由于外高桥地区以老公房为主，前

来门店挂牌的市民主要是想卖房后

置换，现在购房需求不旺，导致置换

需求受阻。“如近日在门店成交的潼

港八村一套老公房，早前该户挂牌

价为130万元，但由于咨询者不多，

最后降至124万售出，户主也得以在

短期内拿到资金在另一处购房，这

种现象在门店很常见。”

中原地产外高桥门店负责人

指出，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周边的一

些次新房、老公房的降价幅度要高

于一般楼盘。如永久城市、瑞禾明

苑等次新楼盘，其 1、2 月的均价在

3.1 万元/平方米，3 月份则下降到

2.8 万元/平方米，降幅达 10%。这

位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即使如此，

依旧达不到市场预期，门店销量下

滑较为严重。

事实上，自贸试验区挂牌以

来，外高桥板块房价涨幅一度令人

惊叹。来自中原地产市场研究部

的数据显示，在自贸试验区挂牌以

前，外高桥板块二手房价维持在1.8
万元/平方米，去年 9月板块单价已

突破2.4万元/平方米。

不仅如此，板块内新房也同样

受热炒。此前仁恒森兰雅苑项目

一期开盘价为 3.8万元/平方米，而

二期开盘价却已经涨至4.1万元/平
方米。

而此前就有不少业内人士指

出，外高桥板块短期内如此迅猛的

涨价，会导致买卖双方在预期上出

现较大分歧，容易出现“有价无市”

的情况。

自贸区概念被“爆炒”
楼市“金三银四”难再

对此，21世纪不动产上海区域

市场研究部副总监黄河滔表示，自

贸试验区政策出台后相关辐射楼

盘板块全面大涨，但在生活配套、

产业结构等方面短期内缺乏明显

改善的情况下，楼市存在“被透支”

的嫌疑。

在华东师范大学房地产研究

中心主任华伟教授看来，外高桥等

板块出现量价齐跌的现象不足为

奇。他指出，沪上不少刚需购房者

由于价格因素选择郊区购房，但由

于地理位置不便，不少购房者会选

择在市区租住，也就是说郊区购房

需求并不旺盛，有泡沫存在。

据记者了解，目前外高桥板块

一些楼盘尚未形成像样的综合体

或商业设施，居民消费十分不便。

此外，由于地处偏僻，一些新小区

居住人数很少，大多为投资客，居

住氛围并不浓厚，人口导入量不明

显。

然而，沪上二手房交易量低迷

的现象不仅局限于外高桥。来自

德佑地产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 2
月，沪上二手房成交量为1.16万套，

环 比 下 跌 18.91% ，同 比 下 跌

20.41%，创 24 个月的成交量新低，

这也是沪上二手房成交量第5个月

出现环比下降的情况。

易居中国高级分析师薛建雄则

表示，外高桥板块量价齐跌的现象

或将再次放慢沪上楼市回暖力度，

以往的“金三银四”恐不能出现。

浦东外高桥板块楼市回归理性
沪上楼市或将迎来观望期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人才软

实力的建设堪称重要一环。高盛前执

行董事唐文近日在浦东参加一个活动

时感慨，其在用人上一直比较纠结，是

聘用海归还是国内金融院校培养出的

人才？“这两种人才培养模式都有短

板，对海归要考虑如何才能更接地气，

国内院校的毕业生需面对的是如何使

自己的知识结构与国际接轨。”

唐文思考着能不能有一个模式，

来孵化金融人才，既具有国际视野，

又对国内情况比较熟悉？类似唐文

的纠结，在浦东金融界普遍存在。对

应这一需求，浦东国际金融研究交流

中心正在探寻与实践一种金融本土

人才的培养模式。

3月14日至3月15日，浦东国际

金融研究交流中心与西北大学凯洛

格商学院联合举办高端金融培训班

《金融业的市场营销：聚集战略和组

织》，旨在帮助金融高管学习和了解

互联网模式下的新型金融行为，以解

决不断涌现的需求。这已是自去年

9 月份以来该中心举办的第三场高

端金融培训，此前两期分别为《创新

与风险投资：硅谷经验》和《现代金融

机构面临的挑战》，合作方分别为美

国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商学院。

记者获悉，浦东国际金融研究

交流中心举行的高端金融培训均是

与世界顶尖的商学院签约，由他们

派出终身教授讲课，全部是原汁原

味、最新、最能引领当前商学院教育

最高水平的课程，真正将海外最顶

尖商学院最具特色的金融课程原汁

原味地引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浦东

核心功能区，着力提升浦东金融人

才软环境。高端金融培训的对象为

银行、证券、保险、融资租赁、基金公

司等大型金融机构的高管、市场部

负责人。

浦东国际金融研究交流中心相

关负责人此前介绍，该中心以国际

化、高端化和精品化为目标，不断探

索适合本土的国际化培育机制，提供

全球智慧，为中国金融行业建设培养

储备人才。

浦东加大本土金融人才培养
提升上海金融软实力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在政府着力培育本土高端金融人

才同时，一些企业则将发力点放在新

兴金融、互联网金融人才的“孵化”上。

近日，花旗银行 2014“花旗杯”

金融创新应用大赛正式在上海拉开

序幕，这也是国内致力推动金融信息

化人才培养规模最大的标杆赛事。

随着信息技术与金融领域的加

速融合，近年来这一话题日益得到业

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花旗杯”赛事

鼓励 IT、金融、经济、管理等大学生

跨专业组队报名，激发跨界灵感。

据悉，该项面对全国在校大学生

的赛事始于 2005 年，今年已步入第

十个年头。“花旗杯”旨在鼓励并推广

科技在金融行业的应用，以及运用新

技术推进行业的发展。十年来在该

领域累计投入的专项资金超过了

200 万美元，约有 11000 名学生和

1100多位高校老师参与。

2014“花旗杯”金融创新应用大

赛将在年底进行决赛评选，届时将有

8支队伍进入最后决赛，角逐一、二、

三等奖，并有机会获得最佳金融创意

奖和最佳技术实现奖等团体奖项。

“花旗杯”聚焦国内金融IT人才
至今共吸引上万名学生和逾千位高校教师参与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去年以来，中国进出口银行上

海分行紧扣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

设，加大航运金融业务，发挥政策

性金融逆经济周期调控功能。数

据统计显示：2013年该行船舶贷款

本外币合计 100.5 亿元，同比增长

2.7倍。

据介绍，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

分行大力支持高技术、高附加值节

能绿色船舶和海洋工程装备发展，

与外高桥船厂签订数亿元人民币

贷款协议，用于支持其出口两艘

400尺自升式钻井平台项目。在航

运市场低迷时期，该行加大了船舶

出口买方信贷的开拓力度，一方面

帮助船舶企业获得出口订单，同时

帮助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实现转型

升级。

在上海市重大基础设施和产

业项目提供融资服务方面，该行

也有一系列的举措，包括支持上

海通用汽车公司研发、整车制造

以及出口园区建设；向外高桥保

税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提供专项

贷款，支持保税物流、仓储管理；

牵头组建银团，向上海同盛大芦

线内河航道整治二期工程提供专

项贷款。

此外，该行还积极支持高新技

术、资源进口和文化产业发展。去

年，该行支持企业走出去贷款余额

合计达到98.76亿元。向通信类企

业发放贷款，用于支持企业进口原

材料和出口通信设备；向企业发放

进口信贷，支持进口战略资源；向

中化国际、沪东中华造船公司发放

贷款，用于优势企业兼并收购。向

上海外经集团提供境外承包工程

贷款；着力支持企业“走出去”，培

育世界级跨国公司。创造性地开

发了有关贷款品种，支持企业境外

投资等。

中国进出口银行
在沪去年船舶贷款超百亿元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继服务北京奥运会之后，英孚

教育将继续为 2016年巴西里约热

内卢奥运会提供至今为止全球最

大的语言培训项目。届时，总计将

有超过100万人接受英培训，其中

包括11万名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工

作人员、超过 90 万名奥运会志愿

者候选人、承包方以及巴西青少年

学生。

记者从英孚教育方面了解到，

本次合作也是建立在英孚教育与

奥运会长久合作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 1988年韩国首尔奥运会到最近

的 2014 年俄罗斯索契冬奥会，英

孚教育一如既往为奥运会提供优

质的语言培训服务。

2016年里约奥运会
英孚成指定语言培训供应商

安居客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外高桥板块的绿城上海御园挂牌均价为4.5万元/平方米，而2月份该楼盘均价为4.8万元/平方米。□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自贸试验区挂牌以

来，“自贸区”概念也引爆

了区内楼盘，但在生活配

套、产业结构等方面短期

内缺乏明显改善的情况

下，人口导入量并不明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