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淑贤 北京报道

上海自贸区金融政策与实务

解读推介会昨日在北京举行，旨在

进一步宣传和推广上海自贸区成

立三周年来在金融改革与创新方

面取得的成果，推动在京央企、外

资跨国公司和民营龙头企业等到

上海自贸区投资发展。据悉，该推

介会由上海自贸区驻北京联络处

和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联合主办，

上海银行北京分行和北京浦东企

业商会承办。

据悉，上海自贸区驻北京联络

处近期走访在京企业时，一些企业

表达了希望利用上海自贸区金改政

策优势，到上海自贸区设立项目的

意愿，但多数企业对金改政策和实

务不太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上

海自贸区驻北京联络处等各方组织

召开了此次推介会，着重介绍三年

来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与创新方面

的政策与举措。

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宏

瑛在推介会上表示，上海自贸区挂牌

成立三周年以来，注重金融开放创新

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建立

了以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金融服务业

开放为目的的金融创新制度，在拓展

金融服务功能、提升金融创新能力、

优化金融发展生态环境等方面取得

了一批创新成果。

“上海自贸区已建立了本外币一

体化运作的自由贸易账户体系，即

FT 账户体系。”曹宏瑛表示，“通过

FT账户，注册在上海自贸区的外向

型企业可在境内参与国际金融市场，

便捷地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金

融资源。”

跨境本外币双向资金池等政

策，则为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汇兑提

供了便利。截至今年 9 月底，人民

币跨境结算总额累计超过 2 万亿

元，累计有 397 家企业发生跨境双

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资金池收支

总额 7234亿元。

在此次推介会上，浦东新区金

融服务局介绍了上海自贸区金融发

展情况和“十三五”金融扶持政策，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介绍了自贸区跨

境金融政策和典型案例，上海银行

则介绍了上海自贸区金改实务操

作。

“北京很少有上海自贸区金改政

策推介会，一般都是从新闻中了解政

策，比较零散。”在参加完推介会后，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高级

经理查仁超向记者表示，此次自贸区

金改政策推介会让企业系统地了解

了政策，而且解读是权威的。事实

上，本外币一体化运作的自由贸易账

户体系、人民币跨境集中收付和本外

币双向资金池等上海自贸区金融创

新措施，吸引着一批又一批央企、知

名外企和民营龙头企业纷纷入驻上

海自贸区。

中国铝业早在 2014年即已进驻

上海自贸区，目前该公司的二总部已

在上海自贸区建立，未来贸易、物流和

金融等业务板块均将集聚在上海自贸

区，产业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中

国铝业是上海自贸区政策的真正受益

者。”中国铝业副总会计师兼资本运营

部主任王军以“过来人”的身份建议

“后来者”，利用上海自贸区政策，借力

发力，有助于企业成为全球化的公司，

成为行业领军者。

上海自贸区驻北京联络处和浦

东新区金融服务局方面表示，对于有

意向在上海自贸区设立项目的企业，

后续将为项目落地做好协调和服务。

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家外汇管

理局上海分局、上海银行总行等相关

金融机构，以及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中国华录集团、中国轻工集团、中国

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寿保

险（集团）公司等百余家重点企业参

加了此次推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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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昨天，由新区政协主席张俭，副主席吴泉国、曹亚中率

队，新区政协视察浦东区域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部分政协

委员先后视察了三林镇外环外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中

的永泰六居委、天花庵村委两个拆违现场。副区长张玉鑫

陪同。

今年 3月中旬，三林镇外环外区域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

作启动。该区域地处城郊结合部，外来人口聚集，导致小企

业以及废品回收、无证经营人员等大量涌入，违法搭建等现

象严重，具有较大的消防安全隐患，“城中村”改造需求迫

切。2016年计划整治无证违法建筑130万平方米。

截至10月27日，三林镇外环外整治区域已签约点位969
个，签约面积252万平方米。整治点位707个，整治面积150.8
万平方米，比原计划提前两个月完成今年的目标整治任务

量。该区域是快速城市化地区，主要是以开发带整治，目前

三林镇外环外相关规划的初步方案已基本完成，区级动迁房

基地项目、400米林带项目、天花庵“城中村”改造等项目正抓

紧开展前期准备。

除了三林镇外环外区域，今年年初浦东还将浦东中部地

区（国际旅游度假区周边）、老港地区及大治河两岸、合庆地

区作为2016年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区域。

“素园家庭农场”在稻田里尝试养鸭，起到除草、捉虫的作用。
□本报记者 朱泉春/摄

■本报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记者近日从新区农委获悉，区农

业部门近期初步评选出65家区级示

范家庭农场，推进家庭农场发展。截

至目前，浦东有近 500家家庭农场，

新生代农民、种源农业等成为家庭农

场发展的新亮点。

家庭农场的两个新亮点

沈超是名土生土长的“80后”新

生代农民。他学的是经济，在日本留

过学，却选择回到家乡务农。去年，

他在大团镇承包了160亩土地，和自

己的小学同学一起建立了“素园家庭

农场”，主打生态种稻。经过前期学

习、调研，今年沈超在30亩稻田里尝

试养鸭。在水稻插秧成活后，每亩放

入 15 只麻鸭，起到除草、捉虫的作

用。沈超说实践下来效果不错，养了

鸭的稻田水稻根系更发达，而且稻田

不会出现倒伏现象。他没有使用过

农药杀虫，这样既提高了稻米质量又

节省了不少开支。

沈超打算通过朋友圈、联系礼品

公司等方式打开销路，今年种植的大

米基本能完成销售。对于自己的家

庭农场，沈超还有不少想法：“今年我

尝试的是生产模式，明年可能会在提

升大米品质上进行试验，比如在稻田

里除了养鸭，还养鱼、蟹等，通过各种

方法试验，希望最终大米既达到生态

种植标准，又有好口感。”以后他还计

划在农场里加入市民体验活动，提升

品牌口碑。

而位于泥城镇横港村的信利家

庭农场则专注于种源农业。去年 3
月该农场与浦东农业龙头企业上海

弘辉种植业有限公司开展合作，作

为优质大米花优 14的培育、种植基

地，种粮面积达 270亩。这几天，农

场正在忙着收割母稻，烘干后进行

洗种，筛选出优质粮种，最后制袋放

入恒温仓库。

农场主厉忠明介绍，母稻收割

后将作为花优 14的种子进行出售，

弘辉公司以统一收购价进行收购。

为了让母稻在开花季充分授粉，农

场还种植了公稻。公稻上个月已收

割完毕，将直接对外出售。一年多

的经营，农场亩产能达到 500 斤至

600 斤，算下来每亩能有 5000 元左

右的毛利。

将探索家庭农场联合体

记者了解到，浦东目前已超额完

成市下达的家庭农场建设目标，并有

10家家庭农场被评为市级示范家庭

农场。而为了更好地推进家庭农场

建设，新区农业部门在各方面积极给

予保障。如在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计划自2015年至2017年底，按粮

食种植300亩为一个单元，3至4个家

庭农场共同建设1个仓库、1个晒场和

1个简易看护房，以满足粮食生产需

要。对资质较好的家庭农场，区农委

予以贷款担保推荐及贴息，由邮政储

蓄银行和安信农业保险有限公司确

定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小额贷款，帮

助家庭农场缓解运营资金压力。目

前已有12家家庭农场获得贷款担保。

同时，对考核合格、水稻种植规

模80亩及以上的家庭农场和水稻种

植占其经营面积一半以上的粮经结

合型家庭农场，在全区面上普遍享有

的每亩 422元中央、市、区水稻种植

补贴的基础上，新区给予家庭农场每

亩270元的水稻种植考核奖励补贴，

各镇也制定了从每亩100元到800元
不等的配套补贴措施。

新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

来将加强对家庭农场发展的规范管

理，完善家庭农场考核制度，探索建

立家庭农场联合体，实现家庭农场之

间抱团发展，因地制宜地发展适合浦

东农业生产特点的家庭农场。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浦东新区 2016 年（第六批）共有产权保障房（经适房）

申请受理人数继续呈高位态势。记者从浦东新区住宅发

展和保障中心了解到，从 11月 1日申请受理工作开始的两

天内，全区各受理点共接受咨询 3825 人次，发放申请表

1075份。

2016年共有产权房和上一批一样享受放宽的准入标准。

得益于标准的放宽，此次申请量仍居高不下。从11月1日申请

受理工作启动开始，全区36个街镇的受理点就门庭若市。陆

家嘴、潍坊、上钢、周家渡、南码头、三林、塘桥、洋泾、金杨、沪

东、浦兴等街镇保持了申请量“大户”的传统。

目前，相关街镇结合自身实际合理设置受理窗口、安排

受理人员，申请量大的街镇通过分居委申请、发放预约号、

专人负责引导等方式确保高效、有序受理，并安排周末加班

方便居民申请。区住保中心还到各街镇指导申请受理工

作，并通过网上平台、电话及现场指导及时解答街镇提出的

问题。

记者了解到，虽然准入标准和上一批相同，但在申请

过程中，一些申请家庭也遇到了复杂的情况，如申请人家

庭成员突然减少，导致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标；申请

家庭中的老人年龄超过 70岁，不能单独申请等。而这些申

请家庭担心共有产权房政策是“末班车”，所以心情较为急

切。“我们会仔细登记申请家庭的信息，并根据政策认真受

理。”区住保中心人士表示。

（上接1版）“像我们正在进行调

试的便携式机器人，是管道巡查、河

流和海洋搜索、石油和天然气平台检

查以至于几乎每种水下搜索或检查

作业的完美选择。”展台相关负责人

表示，尽管此前也获得了一些创新创

业比赛的好成绩，但仍希望通过工博

会这个平台，寻找更多合作的机会。

无独有偶，位于张江的 IC咖啡

也在工博会现场专门开辟展位，组织

了一批孵化中的企业参展。据介绍，

这是 IC咖啡帮助企业提高曝光率的

具体举措之一。

浦东高校集体“亮剑”

在工博会的高校展区内，全国综

合科技创新实力排名靠前的69所高

校的 690项科技成果集体亮相。浦

东也有多所高校在高校展区内设置

展台，亮出精品科研成果。

“大家好，我叫‘大医’，欢迎体验

我为您提供的健康辨识服务……”在

上海中医药大学展台上，一个萌萌的

白色中医健康服务机器人很受参观

者喜爱。只要在它胸前的屏幕上进

行健康检测和互动问答等操作，便可

得到一份健康辨识报告。“大医”会根

据问询者的健康辨识报告，给予相应

的个人保健指导。

“在‘互联网+’的今天，中医科

研与教学务必面向社会、面向市场。”

“大医”的研发者——上海中医药大

学杨华元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正是

利用自身在中医药领域的资源优势，

采用产学研合作模式，开发出了这一

款新型机器人。

杨华元教授介绍，“大医”最重要

的功能就是通过人机对话及多种外

置的无线健康辨识仪器进行健康辨

识，收集血压、脉诊和舌诊等信息及

相关基础健康数据，进行个性化的健

康管理。通过对采集的数据进行分

析，“大医”还能给用户提供一份基于

九种体质的详细健康辨识报告，用户

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得这份个性

化保健方案。

据透露，在“大医”的基础上，该

校科研人员还在研发适用于家庭的

小型中医健康服务机器人——“精

诚”。这个预计售价 3000元左右的

机器人，不仅具有“大医”的所有功

能，而且还在养老看护、养生保健、情

感关爱方面具有独特的应用优势。

无独有偶，上海电机学院也亮出

了两项与健康生活息息相关的发明

科技成果：“电子经络热疗仪”和“婴

幼儿可穿戴睡眠及体温监护仪”。这

两款成果都聚焦了当下最热门的健

康热点，致力于用高科技产品改变现

代家庭的生活方式，提升生活质量。

上海海事大学展台集中展示了

“海事二号”搜救水下机器人等多项

与海洋相关的发明成果，而最大的明

星则是一辆红色四轮电动车，引来不

少“老外”饶有兴趣地试乘。把四个

电机直接嵌入四个车轮，实现四轮直

接驱动和独立驱动，并且通过智能互

联的形式，以无线通信模式实现与外

界的互联，进行自动驾驶……这款名

为“智能互联+四轮独立驱动电动车”

的新车，由该校商船学院载运工具清

洁能源与动力实验室科研团队，瞄准

世界最先进的自动驾驶与车联网两

大热门技术，用了一年多时间自主研

发而成。

“车上配备多个传感器，以及高

精度的定位导航设备，可以作为科研

平台，进行高级辅助驾驶系统的研

发。”该科研团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研究课题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的资助，正在申请 3项发明专利，

并有望进一步在港口自动导引车辆

以及智能船舶系统上进行应用。

“浦东元素”闪亮中国工博会

上海自贸区赴京推介金改政策
吸引央企 外资跨国公司和民企龙头入驻

浦东超额完成家庭农场建设目标
总数接近500家 新生代农民和种源农业成新亮点

浦东第六批共有产权房
申请量居高不下

■本报记者 徐阳 浦东报道

昨天，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慎海雄率考察团一行

来到浦东，先后考察了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和上

海自贸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王宏舟陪同。

慎海雄一行首先来到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

保税仓储一期项目，并听取了相关介绍。上海自贸区国际艺

术品交易中心致力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为文化艺术品贸易

产业链各个环节提供全流程服务，包括艺术品外贸代理、仓

储物流、展览展示、交易洽购等。目前正在运作的国际艺术

品保税仓库，2013年7月建成并投入使用，是中国大陆首家参

照国际标准打造的专业艺术品保税仓库。

在上海自贸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考察时，慎海雄听取了

关于浦东新区打造的“网上督查室”的介绍。“网上督查室”是

一个政府内部的网站，其主要设计有四大功能板块：信息查

询、在线督查、效能监管、督查联盟。在信息查询板块中，只

需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或者企业名称，即可

实时查询法人库、自然人库落地信息。

广东省考察团
来浦东考察

新区政协视察
区域环境整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