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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自贸试验区土地二次开发相关条例颁

布实施，对于在区内拥有工业用地的“地主”

们来说，显然将为其带来价值重估的机会。

跨月资金面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沉寂良久的自贸区概念股昨日

再次狂飙，原因在于“上海自贸试验

区土地二次开发正在研究”。业内

分析人士指出，一旦自贸试验区工

业用地变更为综合用地，这对于手

握众多工业用地的上市公司而言，

无疑将迎来价值重估。

土地开发以产业为导向

昨日，怡亚通高开后迅速拉升，

不久即封住涨停，尽管盘中涨停板

被打开，但截至收盘，该股又重回涨

停板，报收 8.25元，成交额达 3.73亿

元，较前一交易日的5172万元放量6
倍。

与其同样大幅飙升的还有外高

桥和陆家嘴，其涨幅也分别高达

8.42%和 7.14%，张江高科和浦东金

桥等涨幅也均在2%以上。

这些异动的个股有一个共同的

标签，即“自贸区概念”，而引起该概

念股上涨的诱因则是“上海自贸试验

区土地二次开发正在研究制定”。昨

日有消息称，自贸试验区土地二次开

发方案已在制定中，上海市政府副秘

书长、上海自贸试验区常务副主任戴

海波昨日下午在市政府的新闻发布

会上也证实了该消息。

他进一步解释称，上海自贸试

验区正在上海国土局的支持下研究

制定土地二次开发的问题，“保税区

之前的产业功能是保税仓储、加工

贸易和物流，自贸试验区产业功能

定位初步考虑是国际贸易、金融服

务、航运物流、专业服务、高端制造

五方面为主导，大量的工业用地如

何适应服务贸易的拓展，具体的办

法尚未出来，但总的原则是以产业

需求为导向。”

而据业内已曝出的方案，自贸试

验区工业用地将允许土地所有者在

补缴差价后，变更为集工业用地、商

业用地与办公用地三种属性的综合

用地。通俗地讲，用地性质为工业用

地的土地上最多只能建两层仓库，而

变更为商业用地后，即可直接建造十

层楼的写字楼，将其出租获利。

一旦自贸试验区土地二次开发

相关条例颁布实施，这对于在区内

拥有工业用地的“地主”们来说，显

然将为其带来价值重估的机会。

外高桥堪称“最受益”

哪些上市公司将受益于自贸试

验区土地二次开发政策？记者注意

到，外高桥被公认为是自贸试验区

二次开发最受益的上市公司。4月9
日，外高桥公告披露其在上海自贸

试验区内的物业资源储备情况，已

建物业地上面积317万平方米，其中

厂房及仓库建筑面积约 269万平方

米；在建及已规划未建的储备物业

面积为435万平方米，其中厂房及仓

库面积为184万平方米，而未建工业

仓储用地108万平方米。

“外高桥公告的物业储备并不

包括物流园二期约 150万平方米的

未拆迁取地的土地。”申银万国研究

员韩思怡近日在调研报告中称，

“108万方未建工业仓储用地及物流

园二期未开发土地，以及公司目前

持有的老旧厂房仓库和已销售园区

中的低效利用部分，均可能进行用

地性质调整及二次开发，由此将带

来公司价值的大幅提升。”

而怡亚通昨日之所以强势涨

停，则源于该公司目前正准备开发

洋山港供应链二期项目，已完成土

地收购、仓储物流仓库面积将超过

一期项目。怡亚通此前在网上回应

投资者提问时透露，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海怡亚通临港供应链有限公司

注册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四大区块之

一的洋山港保税区，在保税区内拥

有仓储物流仓库。

此外，怡亚通控股子公司还有

上海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怡亚通物

流有限公司，为物流园区首批注册

和试运作企业，主营物流及供应链

管理。怡亚通在 2013年报中表示，

将充分利用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建

立平台，加快供应链业务集群发展。

尽管涉及二次开发的土地规模

尚不确定，但只要有工业用地这一

条，即给以充分炒作怡亚通的空间。

自贸试验区土地二次开发正在研究

价值重估引爆自贸区概念股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中国和全球都进入了一个大

变革的时代，金融是经济乃至社

会发展的重中之重，上海则是我

国和亚太地区的重要金融中心。

由长江商学院主办，中国浦东干

部学院协办的“2014长江金融高

峰论坛”上，全国工商联名誉主席

黄孟复在致辞发言中以中国改革

开放的进程分析了我国经济的发

展空间。他提出：“中国经济继续

发展的先决条件，就是要继续释

放改革的红利。”

黄孟复表示，政府的改革必

须加速推进。“另外，不懂金融的

人一听到金融要出现风险吓得发

抖，造成了中国金改严重滞后。

改革真的那么可怕吗？”他说，“防

范金融风险的意识确实应该加

强，但绝不能以防范金融风险的

名义来阻碍和拖延改革。”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院长姜

海山认为：“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

‘阵痛期’和前期政策的‘消化

期’，不仅累积的问题和矛盾多，

而且互相牵制，有的领域还出现

一些新的情况。”面对这种复杂的

局面，如何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

的内生活力？姜海山认为：“唯有

贴近改革、深化改革，向改革要动

力，‘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假设我们可以解决中小企业

的贷款问题，能够解决老百姓的贷

款问题，从浮动利率变成固定利率，

那我们金融改革就成功了一半。我

的中国梦是什么：多年以后，我们老

百姓向银行贷款是固定的利息，不

是浮动的利息。”长江商学院金融学

教授、杰出院长讲席教授欧阳辉博

士一语点破。他认为，金融改革

首先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第二

发展衍生品市场。依托强大的债

券市场，可以出现很多ODC衍生

产品，促进利率市场化以及资产

证券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这些

都可以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

要为企业服务，更要为人民服务。”

工商联名誉主席黄孟复

释放改革红利
方能发展经济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记者从东航金融获悉，“蓝海密

剑”中国期货分析师积分赛即将拉开

序幕，意旨挖掘期货行业价值，培养

造就专家，打造成国内最大的期货分

析师选拔平台。

在比赛规则设计上，东航金融尽

可能激发期货分析师的潜能，大手笔

以 1500万的奖金预算举办这次分析

师大赛，最高级别的分析师每人的奖

金将达60万元。在发放方式上，东航

金融提出了“工资模式”，即每次通过

提交结果正确的研究报告获得积分，

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可以实现分析师等

级的提升，主办方会连续数月给实现

等级提升的分析师发放奖金，持续的

时间则由分析师所达到的等级决定。

此次比赛将参考证券、基金行业

研究人员的分级标准，初步构建星级

评定体系，最低的一星到最高的钻石

共分为六级。据悉，得到四星或以上

星级的参赛分析师将可自行选择是否

参与东航金融的产业基金实盘操作计

划，将“投研一体”的理想付诸实现。

东航金融曾计划开出年薪百万

招聘富有产业链经验的优秀分析师，

然而最终发现，在目前期货行业的发

展状况下，不仅人选难以发掘，就连

合适的选拔机制也不易确立。在这

样的背景下，东航金融放弃了百万年

薪招聘分析师的计划，转而举办分析

师比赛，希望通过公开比赛的形式寻

找期货市场的“诸葛孔明”。

东航金融分析师积分赛将开幕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周一保监会发布的一季度保险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3月末保险业总

资 产 89458.74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长

7.93%。保险资金投资股票和证券投

资基金 8459.64亿元，占保险资金运

用余额 10.29%。这一占比较去年年

底的10.23%提升0.06个百分点，新增

保险资金入市规模约595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

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 82228.33 亿

元，较年初增长 6.97%，其中，银行存

款 25031.18 亿元，占比 30.44%；债券

34420亿元，占比41.86%；股票和证券

投资基金 8459.64亿元，占比 10.29%；

其 他 投 资 14317.51 亿 元 ，占 比

17.41%。

一季度新增595亿险资入市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上海银行业动产质押信息平台

在上线近一个月后终于迎来首单业

务。近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率先

利用该平台完成首笔仓单质押服

务，某贸易商将存放于平台指定仓

库的鞍钢冷轧产品，通过平台完成

质押登记手续，中行当天完成放款，

质押物由平台负责第三方监管。

上海银行业动产质押信息平

台将云计算、实时监控等信息科技

技术融入仓库监管、货物监控、仓

单管理、信息发布等动产质押融资

管理各项流程之中，对仓库、质押

物进行严密监管，解决了银行之前

遇到的虚假仓单和重复质押等问

题，有效降低融资风险，增强了银

行继续开展相关业务的信心。

作为全国首创的动产质押信

息服务平台，该平台今年3月25日

上线，以钢材质押为切入点，辐射各

类动产质押业务，旨在通过全流程

风险管控，完善银行融资业务模式，

降低信贷风险。截至目前，工商银

行上海分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建

设银行上海分行和浦发银行上海

分行等已与平台签订合作协议，而

平台上线以来钢铁质押信息登记

量超过2.4万吨。

上海市商务委此前透露，该平

台从钢贸领域起步，同时在其他大

宗商品领域进行推广和复制，上海

自贸试验区内建设的大宗商品现

货市场中将启动上海银行业动产

质押信息平台。

上海完成首笔仓单质押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昨日下午，央行宣布自 4月 25
日起下调县域农村商业银行人民

币存款准备金率 2个百分点，下调

县域农村合作银行人民币存款准

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此次下调

后，县域农商行、农合行分别执行

16%和 14%的存准率，其中一定比

例存款投放当地考核达标的县域

农商行、农合行执行 15%和 13%的

存准率。

央行新闻发言人指出，此次对

相关县域农村金融机构下调准备金

率是央行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常务会

议，加强金融对“三农”发展的支持，

引导加大涉农资金投放的结构性调

整举措，不意味稳健货币政策取向

的改变，在稳健货币政策取向下，不

会影响银行体系总体流动性。下一

步，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

策，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

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此前主流机构预计，县域农村

银行和合作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

调幅度为 1%，中金公司表示，此次

实际降准的幅度高于预期，但实际

投放资金规模仍不会太大。

“如果按照全口径，大约释放

1500亿资金，但由于县域机构的规

模较小，预计实际释放资金规模要

打折扣，预计释放资金规模不会超

过 1000 亿，可能只是几百亿元规

模。”中金公司表示。

不过，由于目前农商行和农合

行在货币市场上都是资金净融入

机构，净融入规模约 3000 亿资

金。尽管释放资金不大，但此次降

准后也可适度缓解其对资金需求。

县域农商行降准2个百分点

上海自贸试验区

外高桥区域

□新华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