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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记者从昨日召开的“十二五”时

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情况媒体

通气会上获悉，“十二五”期间，上海

金融业取得较快发展，已成为拉动经

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至2015年末，在沪持牌金融机构

总数达 1478家，较 5年前增加了 429
家；2015 年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

1463 万亿元，比 2010 年增长了 2.5
倍；上海金融业实现增加值 4052.2亿

元，占 GDP 的比重为 16.2%，比 2010
年提高了约 4.8个百分点；上海金融

市场通过股票、债券等直接融资总额

达 9.2 万亿元，比 2010 年增长了 2.9
倍。

市金融办主任郑杨介绍，“十二

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改革

开放过程中取得了重要进展，基本确

立了以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的国内

金融中心地位，初步形成了全球性人

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

心。

上海金融业“十二五”时期取得

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五大方面，分别

为金融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新的

要素市场不断建立，2015年底，国务

院批准筹建上海保险交易所；金融

机构体系更加健全，“十二五”时期，

上海积极引进和培育各类金融机

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正式开业，

成为首个总部设在上海的国际金融

组织；金融对外开放继续扩大，上海

在全国率先推出外资股权投资企业

试点（QFLP）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

人试点（QDLP），截至 2015 年末，在

沪各类外资金融机构总数达 429家，

占上海金融机构总数的 30%；自贸区

金融改革深入推进，包括面向国际

的金融市场平台建设稳步推进、自

由贸易账户本外币业务启动和人民

币跨境使用等创新试点；金融发展

环境持续优化，风险防范能力不断

增强。

为集中展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十二五”期间的成就，推进“十

三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3月28
日至 4月 23日，主题为“长风破浪会

有时——‘十二五’期间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回顾展”将在浦东陆家嘴

举行。据悉，此次展览由中共上海市

金融工作委员会、市金融办、人民银

行上海总部、上海银监局、上海证监

局和上海保监局等主办。

“十三五”时期是实现 2020年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战略目标的决

定性阶段。郑杨介绍，争取到 2020
年，上海要基本确立以人民币产品为

主导、具有较强金融资源配置能力的

全球性金融市场地位，基本形成公平

法治、自由开放、创新高效、合作共享

的金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与我国经

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

的国际金融中心，迈入全球金融中心

前列。

郑杨表示，下一步，要秉承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主动

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强对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金融支持，以推进自贸

试验区金融开放创新为引领，进一步

扩大金融对内对外开放，继续健全金

融市场体系，努力提升金融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切实加大对科创中心建

设的金融支持。 相关报道见5版

■本报记者 张敏 浦东报道

3月 25日，140名学员参加了第

七期“浦东新区企业家创新领导力计

划”开学仪式。作为浦东科委科协为

科技企业家量身定制的管理学课堂，

第七期学员人数达到历年之最。新

一期创新领导力还调整了培训机构，

优化了课程结构，通过增值服务将培

训对象从创新领导力学员拓展到浦

东新区所有科技企业家。这些都是

为了培育更多懂科技、会管理的企业

家，为浦东建设科创中心核心功能区

提供人才支持。

浦东科委主任唐石青说，浦东需

要标志性的技术、企业、产业，同时也

就需要一大批具有冒险精神与创新

精神的企业家，在科技创新中，实现

从跟随、追赶，到平行、领跑的转变。

已实施6期的创新领导力计划今

年再次升级。浦东科委于年初组织

招标，优选了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

海交大安泰经管学院和上海大学上

海经济管理中心作为培训机构。其

中，上海大学上海经济管理中心首次

入选。上大经管中心除精选了唐豪、

顾骏、陶鑫良、德玛尔（Tamar）等校内

外名师，还将带领学员们游学创新之

国以色列，感受创新文化，与以色列

科技企业家交流企业创新的秘诀。

在课程设置上，浦东科委借鉴深

圳市的企业家培训经验，将课程体系

中实战课程比例大幅增加至 70%。

通过收集在读学员企业存在的难题，

制作成案例，由指导老师和学员共同

分析探讨解决方案。实战课程将对

企业管理，特别是案例企业的管理给

予更贴心的指导，力图使培训内容更

符合企业管理实践。

“创新领导力”去年首度实施了

系统的增值服务计划，获得了学员的

称赞。活动包括邀请知名专家学者

登上“企业家大讲堂”，组织往届学员

重返课堂的“回炉课程”，以及帮助企

业家交流的创新沙龙、对接会、企业

家活动日等。这些活动面向曾参加

创新领导力培训的所有学员，帮助他

们更新知识，寻求交流合作机会。

今年的增值服务计划将从创新

领导力学员扩展到新区所有科技企

业家。其中，每节创新领导力课程将

安排两个旁听名额，帮助未参加创新

领导力的企业家学习知识，了解课

程。浦东院士中心还将协调3家培训

机构各开放一次优质课程作为公开

课，新区所有科技企业都可报名参

与。

■见习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江孜县是浦东对口援藏对象。2013年 7月上海第七

批援藏到江孜以来，当地确立了“现代农业立县、科技教育

强县、文化旅游富县”的战略目标。日前，经日喀则市政府

审批，江孜被推荐申报农业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县”。

浦东援藏以来，以规划建设红河谷现代农业园区为抓

手，示范引领推进江孜全县农牧业实现转型发展。其中，

红河谷园区是浦东新区对口援助江孜县实现产业强县的

重点项目，是江孜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重点工作。

园区立足江孜、服务西藏、辐射上海，重点发展绿色优质果

蔬、高原食用菌种植、青稞等高原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农

业休闲文化旅游等产业。

据悉，在红河谷园区的引领带动下，江孜正实现传统

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式发展，初步建立起“生产有基地、

加工有企业、营销有组织、流通有市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

格局，现有市级农牧业产业化经营龙头企业 4家，正在筹

建10个特色产业基地。

江孜县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县域面积 3800平

方公里，总人口为 7 万余人，曾被评为“全国农业百强

县”。下一阶段，新区将进一步促进江孜现代农业发展进

程，在更大规模、更广范围、更高层次上提升农业产业化水

平，发挥好雪域高原特色农业品牌在全国的影响和示范引

领作用。

■本报记者 孙竹芗 浦东报道

昨日，上海国际棉花交易中心正式开业。作为上海自

贸区首批 8家大宗商品现货市场之一，该中心的建成和运

行，将不仅有利于保障资金和货物的安全，还能提高交易

效率，调动企业参与国际贸易、转口贸易的积极性，并进一

步提升“中国价格”的全球地位。

上海国际棉花交易中心于去年 2月 2日正式批复筹

建，同年 8月 14日通过自贸区开业现场验收，经过半年运

行，正式开业。交易中心首期注册资金人民币一亿元，发

起股东为上海纺织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纺织集团投

资有限公司（占股份 99%）和上海纺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占股份1%）。未来，将进一步扩充股本至人民币二亿元。

上海国际棉花交易中心作为上海自贸区内唯一的棉

花、纺织原料及纺织品交易平台，也是国内唯一交易进口

棉花及纺织品的国际性电商平台，首创保税棉花与棉纱用

人民币进行交易和结算。其发起股东上海纺织集团董事

长童继生曾表示，将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机遇，发挥

交易中心核心优势，调动企业参与国际贸易、转口贸易的

积极性。

统计显示，去年仅上半年，我国进口棉花便逾 93 万

吨。交易中心总经理邱建华表示，棉花、棉纱交易货值较

大，传统贸易中没有第三方参与，存在不小风险。交易中

心将棉花、棉纱的现货交易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同时引入

第三方清算和仓单公示系统，不仅有利于保障资金和货物

的安全，还能提高交易效率。未来将充分利用最新的互联

网和物联网技术，联合上海清算所以及自贸区大宗商品仓

单公示平台，切实保障交易中资金和货物的安全。交易中

心还将逐步联合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仓单质押、订单融

资等服务，同时也将适时探索推动期现联动、现货期权等

试点，服务实体经济，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的全球地位。

据悉，中心开业后，将与国内外同行及相关交易所进

行互动合作，扩大中国纺织原料在亚洲、非洲及欧美的价

格协调；将联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路易达孚等国内外棉

业、棉商巨头，一起推进市场化、国际化运作。

依托上海自贸区，面向全球市场，通过互联网进行金

融与产业深度融合，交易中心将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并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商品交易平台。此前，中心在通过开业验

收之际，与10家银行签署授信总额达200亿元的战略合作

协议。借助自贸区制度创新，该交易中心将推动我国进口

棉花、棉纱实现线上交易，同时吸引金融资本的支持。

■见习记者 须双双 浦东报道

“没错，应该就是这辆车了。”3月
17日，浦东公安分局刑侦支队视频侦

查大队的办公室内，黄剑辉正和同事

们调查一起入室盗窃案。他的眼睛

紧盯着屏幕，熟练地调出一段段案发

周边的视频监控，在来来往往的车流

中，排查比对，最后确定了犯罪嫌疑

人所乘坐的车辆。

从警 10 年，黄剑辉经手的案件

不计其数，这位视频侦查工作的行家

里手练就了一双“鹰眼”，常常能通过

视频检索，找到破案的关键线索，侦

办过不少大案要案。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就

有可能成为侦破案件的关键。这就

是视频侦察在办案中的重要作用。”

黄剑辉说。

在浦兴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中，他

从海量的视频数据中，敏锐地发现了

嫌疑人的踪迹，为案件的最终侦破发

挥了重大作用；在高桥发生的一起杀

人案中，在案件陷入僵局、专案组一

筹莫展的时候，他却不言放弃，利用

自己视频侦察专长，无数次反复排

查，最终发现了躲藏在案发地附近的

嫌疑人，并和同事一起追踪到一小区

内，一举将其抓获……像这样的案件

不胜枚举。

同事们常常会惊叹于他的敏锐

度：每当案件遇到了瓶颈，他总会在第

一时间想到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结合多年的视频侦查工作，黄剑辉提

炼出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视

频监控主要是为了寻找犯罪嫌疑人，

怎么找出来？就要通过我们反复地

看录像监控，从茫茫人海当中找。”在

黄剑辉看来，敏锐的“鹰眼”，其实就是

对工作始终秉持着细致认真的态度，

耐得下心来，捕捉一个个蛛丝马迹。

因为身处侦破案件的关键岗位，

所以随时都有可能要加班加点。黄

剑辉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经手的首桩

大案，当时他光看涉案视频就花去了

两周多的时间，而侦破时间最长的案

件则花了他一个多月时间。在那段

日子里，他每天起早贪黑，几乎所有

的时间都与视频为伴。

黄剑辉透露，有时视频看多了，

晚上睡着做梦，甚至梦里还浮现出涉

案视频，就好像得了一个综合症。“但

只要能尽自己所能保一方平安，这些

付出，就都是值得的。”

人物简介：
黄剑辉，男，中共党

员，现为刑侦支队八队监
控探组探长，先后荣获三
等功 1 次、嘉奖 4 次，获
“2015年度浦东分局刑侦
岗位优秀民警”荣誉。

“鹰眼”神探 捕捉蛛丝马迹
——记刑侦支队八队监控探组探长黄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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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版“创新领导力”再度启航
第七期“浦东新区企业家创新领导力计划”开学

自贸区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建设加码

上海国际棉花
交易中心开业

浦东援藏再结硕果
江孜申报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县

图为学员在展板上贴上此次学习的心愿寄语。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