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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昨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推出

标准化外汇远期交易，以提高外汇市场

远期交易的活跃度和效率。

外汇远期交易是指交易双方约定未

来某一日以约定汇率交割外汇与人民

币，以降低约定期间汇率波动风险。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告，标

准化交易时间定为每交易日 9：30-23：
30，交易货币为美元对人民币，交易品

种有 9 个，包括一天、一周、一月三种

固定期限的外汇远期品种，以及 3个最

近的连续日历月和随后 3 个最近的连

续季度月的固定交割日外汇远期品

种。

此前，市场除了规定交易时间为工

作日 9：00-16：30 之外，交易的外币币

种、金额、期限等都没有统一标准，均由

交易双方协商议定。

业内分析人士指出，由于以前外汇

市场远期交易都是企业与银行自行协

商，市场较为分散，标准化运行后，市场

更为规范，“不需要单方面打造一款产

品再去和银行协商，可以直接挂牌，适

合哪种合约标准就选择哪种，交易有望

大幅增长。”

此外，标准化交易也有助于监管、统

计、数据发布等。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市场的交易

都是标准化的，我国推出标准化外汇

远期交易实际上也是推动人民币国

际化的一环。 SWIFT 人民币追踪系

统显示，3 月份，全球范围内人民币全

球结算业务增至 1.88%，在国际交易

中活跃货币排名中位居第五，而英国

也取代东南亚金融中心新加坡，成为

大中华区以外最大的人民币清算中

心。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去年4月27日，陆家嘴金融片区正式

纳入上海自贸区。一年后，自贸区哪方面

的政策最受陆家嘴金融片区企业关注？

片区企业对自贸区政策还有哪些期盼？

针对这一问题，浦东新区统计普查中心的

专项调查显示，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方面

的政策在片区内已初见成效，企业在开展

业务时，自由贸易账户业务、人民币兑换

自由化提升等均是较受关注的因素。

据悉，此次样本企业均位于上海自贸

区陆家嘴金融片区范围内，涉及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

的573家企业。

简化外汇结算等政策
最受欢迎

从被调查企业的关注度排名看，高

达 93%企业表示，在自贸区开展业务时，

对政府的支持及优惠政策最关注，特别

是税收政策；其次是自由贸易账户业

务，占比 49%，包括跨境投融资便利化、

跨境资金池、跨境人民币结算等；排名

第三是资本项下人民币兑换自由化提

升、利率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方面，占

40%。

其中，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政策

在陆家嘴金融片区已初见成效。被调查

企业认为金融改革创新政策对公司业务

开展最有帮助的是：简化外汇结算、人民

币跨境结算业务政策（52%）、利率市场化

改革（48%）、外汇管理制度（44%）。

比如，餐饮业（主要是需要向境外进

口食材的餐饮企业）和商务服务业，对

简化外汇结算、人民币跨境结算业务政

策反响较大；金融业和外资企业表示，

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对集团内跨境

业务帮助较大，主要体现在资金划拨

快、业务成本减少等方面。德意志银行

（中国）有限公司上海自贸区支行行长

表示，目前，自贸区金融业发展以上海

自贸区为首，已有诸多金改政策试验收

到良好效果，且培育出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良苗。

9成企业对自贸区未
来有信心

被调查企业认为，自贸区建设给企业

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88%的企业对自贸

区的未来有信心。在如何看待给企业运

营带来机会时，58%的企业认为会使服务

业增加新市场；42%的企业认为会有更加

灵活和有效的融资渠道；39%的企业认为

会减少管理负担和运营成本。此外，部分

企业认为，在市场准入、境内外投资、高效

物流等方面，也将迎来一定机会。

企业对片区内打造总部经济在政策上

有更多期待。据调查，尚未在片区内设立

总部的企业中，有 69%的企业希望对建立

企业总部出台更详细的扶持及激励措施；

45%的企业认为需要改善监管环境，包括

法律法规、政府指引；44%的企业希望简化

兑换外币、关税、商务注册和行政等流程；

另有33%的企业希望在与上海周边城市进

行商务往来和沟通时，获得更多支持帮

助。此外，外籍员工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

也是企业在片区内建立总部考虑的因素。

企业热盼进一步简化
外汇管理

随着外汇管理改革的深化，企业期盼

简化或下放外汇管理手续，进一步简化外

币资金池管理。

具体为，扩大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

集中运营管理试点企业范围，促进片区成

立跨国公司、集团企业的资金中心；简化

直接投资外汇登记手续，直接投资项下外

汇登记及变更登记下放银行办理，允许自

贸区外商直接投资项下外汇资金按意愿

结汇；继续探索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尽可

能地拓宽自由贸易账户的功能和适用范

围，实现同境外市场的无缝连接以及与境

内市场的有限连接。

自贸区深化改革后的政策核心是，加

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与开放相适应的投资

管理制度创新、推进贸易监管制度与金融制

度创新。对此，被调查的企业希望片区不仅

要进行金融、投资等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更

要全面建立符合新国际竞争条件的市场制

度，进一步促进服务部门开放，在融资、监管

和透明度等方面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为摸底上海自贸区相关政策实际

效果，近期，浦东新区统计局通过调查

问卷和座谈会等方式，对上海自贸区陆

家嘴金融片区内限额以上大宗商品贸

易企业，进行了专项调查。调查显示：

陆家嘴金融片区内近半大宗商品贸易

企业有进出口业务，使用人民币直接结

算已占一定比例，且“自由贸易账户”和

“进出关流程简化”等政策对企业的吸

引力较大。

截至 2015年底，陆家嘴金融片区内

限额以上批发企业共计 431户，全年实

现商品零售额 1.51万亿元。其中，大宗

商品贸易企业 257户，占 59.6%，全年实

现商品销售额 1.15 万亿元，占比达

76.2%。可见，大宗商品是目前片区内贸

易企业最主要的交易标的。

其中，在涉及进出口业务的大宗商

品贸易企业中，7成企业有使用人民币

直接结算的贸易，且有 29.2%的企业已

将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结算货币，这

意味着人民币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地位

正在逐渐显现。

对于上海自贸区内现有或者预期中

的各项政策，陆家嘴金融片区大宗商品

贸易企业对“自由贸易账户”和“进出关

流程简化”最感兴趣，“跨境双向人民币

资金池”和“境外投融资”政策的关注度

也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企业反映自贸区内

虽有开放、宽松的外汇监管政策，但实

际操作中，来自银行方面的辅助监管没

有放开，增加了相关政策落地难度，尤

其是银行部分业务还会根据“窗口指

导”随时暂停，对企业经营造成了很大

不便。浦东相关部门建议，银行监管应

与自贸区政策相配套，切实保证政策实

际落地；对窗口指导的政策要及时向企

业解释，减少企业产生“政策落地难”的

感受。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陆家嘴近日正式披露重组预案，拟以

现金支付方式收购陆家嘴金融发展有限公

司100%股权，标的资产预估值为109.31亿

元，陆家嘴使用自有资金比例约为40%，并

已申请并购贷款。

陆金发是陆家嘴集团控股的推动陆

家嘴集团金融产业发展的主要平台，陆

金发通过控股爱建证券、陆家嘴信托以

及共同控制陆家嘴国泰人寿三家持牌机

构，初步形成了“证券+信托+保险”的基

本业务架构。此外，陆家嘴还控股、参股

了上海陆家嘴金融（香港）有限公司、上

海陆家嘴公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

陆家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上海自贸区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共 12家企

业。

陆家嘴称，此次交易后，陆金发将成为

其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将形成

“地产+金融”双轮驱动的战略发展格局。

重组方案披露的数据显示，陆金发

2015年因下属持牌金融机构业务发展，营

收同比增长 67.59%至 21.56 亿元，净利润

5.19亿元。2016年第一季度，陆金发营收

3.68亿元，净利润719万元。

陆家嘴同日发布的一季报数据显

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06
亿元，实现净利润 3.47亿元，每股收益为

0.19元。

截至今年 3月底，陆家嘴持有的主要

在营物业总建筑面积达 154万平方米，其

中甲级写字楼的总建筑面积 115 万平方

米，高品质研发楼的总建筑面积21万平方

米，商铺物业的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住

宅物业的总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一直是久治

不愈的顽疾，今年初国务院专门颁布 1
号文件对欠薪顽疾进行重点治理。作

为国内第三方支付机构，银联商务通

过资金账户开设监管、工资账户身份

验证、银行卡账户批量支付等一系列

解决方案，在源头以及各个关键环节

“对症下药”根治欠薪顽疾。目前，该

方案已率先在安徽省马鞍山市落地实

施。

记者获悉，在马鞍山市，依托该市

实施的用工实名制、务工考勤制、工资

发放银行卡制三项制度，市建筑管理

处、建设企业、银联商务签署三方监管

协议，开设专门监管账户对建设单位的

工程用款、农民工工资等进行专项监督

管理，从源头上保障农民工工资款实时

在账不被挪用。

在工资划付环节，银联商务采取实

名验证方法，比对和匹配农民工工资账

户与个人身份信息，彻底堵住工资被冒

领的漏洞。每一位在马鞍山建筑工地

务工的农民工，都可以在市建管处领取

“务工服务卡”，该卡不仅具有考勤功

能，还与农民工的个人身份证、银行卡

号绑定。

银联商务在划付工资时进行实名

验证，信息准确匹配后再实施工资划

付，农民工不用担心包工头编造假用工

单冒领工资的事情发生，而且无论换到

市内哪一个工地务工，都可以使用同一

张“务工服务卡”和银行卡进行考勤和

领取工资。

作为马鞍山市农民工工资代付的

唯一合作机构，银联商务根据用工企业

提供的工资发放明细表，将建设单位的

工资款按月足额快速发放到农民工的

个人工资账户，利用实时代付让农民工

第二天就可以收到工资，同时向农民工

工资监管系统反馈支付情况。

银联商务表示，农民工工资代付方

案是银联商务“支付+”系列产品服务民

生领域的又一实践。目前，银联商务已

为马鞍山 41家建筑企业成功代付农民

工工资 3389 笔，累计支付农民工工资

7699.75万元。

上海自贸区扩区一周年

陆家嘴片区金改创新政策初见成效

陆家嘴收购
陆金发100%股权

陆家嘴近半大宗贸易企业有进出口业务
部分将人民币作为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

标准化人民币外汇远期交易昨日推出
提高外汇市场远期交易的活跃度和效率

银联商务农民工
工资代付方案落地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浦东报道

央行在公开市场延续逆回购操

作。昨日，央行以利率招标方式开展了

7天期逆回购操作，规模为1000亿元，中

标利率2.25%，与上期持平。

由于假期的原因，原本 5月 2日到

期的逆回购顺延，昨日逆回购到期量合

计达3200亿元，在对冲掉逆回购操作规

模后，当日公开市场实现资金净回笼

2200亿元。

上周，随着市场流动性好转，央行

将逆回购操作量逐步递减，公开市场转

而实现净回笼，金额达2900亿元。

统计数据显示，本周公开市场逆回

购到期量合计达5800亿元，如央行按照

昨日的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业内人士普

遍预计，本周公开市场仍将呈现净回笼

态势。

“连续两周大幅净回笼资金，或显

示着央行认为目前银行间市场资金面

无需净投放资金。”一位业内分析人士

指出。

昨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

（Shibor）中短期品种利率小幅回调。其

中，隔夜 Shibor利率下跌了 4.57个基点

至 2.0033%；7天 Shibor利率下跌了 4.60
个基点至2.3400%。

上述分析人士指出，央行接连在公

开市场上净回笼资金，且已连续两月未

再降息降准，种种迹象表明货币政策或

从实际宽松转向稳健。

央行开展1000亿
逆回购操作

自由贸易账户业务、人民币兑换自由化提升等成为企业在开展业务时的关注点。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