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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制度创新带动跨境活动愈发频繁

外资纷纷“落下来”中资不断“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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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

理模式及服务业扩大开放 54 条措

施——力度空前的制度创新让上海

自贸区在第一个试验期内，投资领

域更加开放透明，投资活动更加频

繁活跃。而在外资“落下来”和中资

“走出去”的过程中，新区商务委发

挥了“润滑剂”的作用。

助力服务业
开放落地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一批专业

服务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浦东涌

现，位于临港滴水湖畔的铭尔传就

是其中一例。该公司是国内首家引

入“米其林”教育元素的厨师培训机

构。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国内消费

者对于西餐的需求标准日益提高，

然而因为外商只能以中外办学合作

形式从事教育培训的限制，西餐从

业人员只有通过出国进修才能接受

最纯正的培训。

这一情况在 2015年得到改变，

当年出台的自贸区 2015 版负面清

单把“非学制类职业技能培训”列在

了负面清单之外。同年 12月，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天津、上海、福

建、广东四个自贸区所在的省市先

行试点。

铭尔传即看中此次机遇，联手

法 国 著 名 的 ALAIN DUCASSE
EDUCATION学院，旨在将致力于

海外顶尖的餐饮文化教育引进中

国。

然而，落地的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铭尔集团主席兼行政总裁蔡萧

玉慧告诉记者，来到上海开办教育

培训机构，仅注册一事她就花了 1
年时间摸索。后来她找到商务委寻

求帮助，才让事情有了更快的进展。

“我们的每个问题，都会得到很

快的解决。”蔡萧玉慧说，许多政府

部门也是第一次接触铭尔传这样的

案例，虽说有纲领性文件，但各项复

杂多样的审批具体操作细节全无经

验借鉴，“对于每项细琐环节，他们

会特意开会研究，花了很多时间讨

论，就是为了使我们的程序能简单

再简单。”

引导浦东服务业
向高端发展

像铭尔传这样，得益于自贸区

扩大开放政策而落地的企业，实际

上有很多。

根据统计数据，截至 2016 年 8
月底，上海自贸区共办结备案项目

15568个，其中新设 6419个，变更事

项 9149 个，合同外资 665 亿美元。

尤其在扩区以来，共办结备案

10043个，其中新设 3961个，变更事

项 6082 个，合同外资 580.6 亿美

元。54 项扩大开放措施中已有 29
项落地，落地企业1687个。

浦东商务委副主任孙永强表

示，目前，上海自贸区服务业在开放

创新领域不断实现新突破，已落户

项目也稳步实现新发展，并体现出

三大特征：一是服务业的扩大开放

突破由点及面，部分行业已经形成

集聚效应。比如医疗服务领域，多

家外资综合医院、专科医院落户筹

建。二是与投资管理、贸易监督、金

融创新等自贸区核心制度创新举措

高度融合。自贸区服务业扩大开放

让部分投资管理、贸易监管、金融创

新、政府管理创新的功能实现。三

是推动经济形态演变，催生了新产

业新模式。

“浦东现在的高端、专业服务业

占比只有 33%，还有很大的发展潜

力。”孙永强表示，随着自贸区建设

的进一步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将

持续推进，不断填补空白，促进浦东

服务业集聚发展。

创新境外投资
管理方式

在帮助外资扎根落地的同时，

新区商务委在中资利用自贸区“走

出去”的过程中也积极发挥作用。

在市商务委的支持下，企业境

外投资备案权限被下放至浦东新

区，新区商务委在市民中心专门设

立了办事窗口。企业从提出申请到

出证仅需3个工作日，取得证书后，

企业即可至开户行办理外汇登记并

完成购付汇手续。数据显示，2015
年，上海自贸区境外投资项目 691
个，中方出资额 240亿美元，占全市

60%。2016 年 1-5 月，市民中心备

案境外投资企业 218 家，中方出资

额 24.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2%；浦

东新区总计备案境外投资企业 459
家，中方出资额135.29亿美元，同比

增长35%。这些数字与过去20年相

比都有了大幅提高。

此外，在完善境外投资服务体

系上，新区商务委还推动成立了自

贸试验区、浦东新区对外投资服务

产业联盟。自 2015年 9月成立后，

该联盟依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境外投资服务平台”，可为企

业“走出去”提供咨询、项目推荐、融

资保险等全流程专业服务。

10月16日晚，陆家嘴滨江大道上欢声笑语，歌舞飞扬，世界风情舞动东方。中国·上海陆家嘴金融城第四届国际民间民俗健身舞蹈大会在这里举行，
吸引了来自澳大利亚、瑞典、埃及、阿根廷、秘鲁和斯里兰卡等7支国际舞蹈队参与，同时，来自贵州、江苏、江西、安徽和上海的6支国内舞蹈队也同台展演，
为美丽的黄浦江畔和上海大都市不夜城打造了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

□徐网林 摄影报道 详细报道见9版

国际民间民俗健身舞蹈大会举行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昨天下午，由上海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徐泽洲率领的市委

组织部专项督导组来到浦东就“两学一做”开展学习教育工作座

谈会。徐泽洲表示，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基础在学，关键在

做，就是要“知行合一”。浦东党员干部要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同全区“二次创业”重点工作的推进相结合，始终保持勇气、锐气

与朝气。

据了解，浦东现有基层党组织 10783 个，党员 26.8 万名。其

中，在岗职工党员12.9万、占党员总数48%；“两新”组织党员7万、

占党员总数26%。浦东新区区委把“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为今年

党建工作的龙头任务，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例如，在自贸试验

区建设中，开展了“走千家企业、听万条意见”活动，短短一个月

内，相关职能部门百余名党员干部走访了 1003家企业，收集意见

建议 2000余条，帮助企业解决了 300多个问题；在保障迪士尼开

园运营过程中，度假区管委会和相关部门党员干部发扬“5+2”“白

加黑”精神，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实现了成功精彩开园。在此基

础上，新区结合纪念建党95周年，集中评选表彰了52名“敢担当、

善创新、有作为”的浦东好干部。

徐泽洲表示，“两学一做”，就是要求共产党员增强政治意识、

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浦东承担了自贸试验区和科创中心建设

等国家战略。浦东的党员干部要坚持把学习教育同国家战略、浦

东重点工作紧密结合，努力当好改革创新补短板的先锋。此外，

要时时处处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时时处处严格遵守

党的纪律和党的规矩，为浦东建设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易园区和

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功能区，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翁祖亮在

座谈时表示，目前浦东正在积极构建党员和组织信息大数据平

台，将政府部门的“政务云大数据”嵌入基层党建工作中，通过整

合信息化平台大数据资源，在基层党建信息数据的采集、分析、运

用等方面形成综合性支撑，实现基层党建信息的实时掌握和动态

管理。

区领导冯伟、姬兆亮出席会议。

徐泽洲来浦东召开座谈会

以“两学一做”促二次创业
始终保持勇气锐气朝气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昨天，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姜平来到浦东新区调研人

民调解工作。他先后来到上海市金融消费纠纷调解中心、现代服

务业联合会等开展实地调研指导，并听取了市司法局关于全市矛

盾纠纷化解机制建设工作情况的汇报。姜平在调研时要求，本市

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积极适应上海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带来的

各类解纷需求，大力培育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完善多元

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社会和谐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在浦东，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专业性纠纷解决需求日益

增加。2015年 12月，浦东建立了全国首家专业性人民调解平台

——浦东新区专业人民调解中心（下称专调中心）。专调中心现

设置综合部、医调部、物调部、交调部、旅调部 5各部门，不同于街

镇村（居）委碎片化的纠纷调解，专调中心是将分散的资源整

合。从咨询接待、申请和受理、调查、专家咨询、调解、调解协议、

调解终止、回访等八大环节明确调解操作流程指引，实现调解的

规范性。更重要的是，专调中心调解员均为全职人员，69%具有

本科以上学历，涉及助理、初级、中级、高级四个等级，根据工作

年限分为 13档。薪酬与职级、档级直接挂钩，每半年进行考核奖

励与淘汰。

姜平表示，人民调解工作具有主动、灵活的独特价值，能够真

正实现案结事了，对于提高司法质效、节约司法资源成本，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全市各级政法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努力

促进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人民

调解的职能优势，进一步提升调解能级。要拓展领域、做强特色、

盘活资源、加强保障，推动专业调解向纵深发展，不断提升调解队

伍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水平，努力打造多元专业调解新格局。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翁祖亮，浦

东新区区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吴福康陪同调研。

姜平调研新区人民调解工作

完善多元矛盾化解机制
促进各类调解有效衔接

三大机遇释放
三林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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