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陆家嘴股份将

紧密围绕浦东新区从“1万

亿到2万亿”的倍增行动，

发挥好“擎旗手”“领头

羊”“主力军”的作用。陆

家嘴股份表示，今年将全

力聚焦张江科学城核心区

项目建设、全力推进承接

的集团在前滩、御桥、临

港等新兴区域的项目开发

建设及招商运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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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区属国企陆家嘴集团重要的商业地

产平台——陆家嘴股份在近日发布的

2019年年报中透露，去年，公司积极参与

张江科学城以及前滩等浦东新兴区域开

发，新开工项目10个，浦东8个；续建项目

6个，浦东3个。

在营物业面积已达
272万平方米

去年，陆家嘴股份聚焦主业发展、整

合优势资源，持续推进“商业地产+商业

零售+金融服务”业务格局，实现营业收

入 147.73亿元，较 2018年增长 16.89%，实

现净利润约为 36.77亿元，较 2018年增长

9.76%。

截至 2019 年底，陆家嘴股份持有的

主要在营物业面积已由 2005年转型之初

的约 15万平方米增至 272万平方米。其

中，办公物业仍是陆家嘴股份的核心资

产，截至 2019年底，陆家嘴股份长期在营

甲级写字楼22幢，总建筑面积为173万平

方米，主要位于陆家嘴核心地段、前滩国

际商务区以及天津红桥区。

作为陆家嘴集团重要的商业房地产

平台，陆家嘴股份在前滩国际商务区、张

江科学城和临港承担的标志性建筑项目

均已全面启动。陆家嘴股份董事长李晋

昭在年报致辞中表示，陆家嘴股份积极参

与浦东各新兴区域的发展，在深耕陆家嘴

金融城同时，以前滩国际商务区标志性建

筑“前滩中心”项目建设为抓手，推进前滩

区域的开发建设向纵深挺进，更积极参与

了张江科学城“科学之门A座”等5个项目

的开发，力争实现 60个月竣工的目标，为

孕育新科技提供沃土。

年报披露的信息显示，2019年，陆家

嘴股份竣工项目2个，总建筑面积为15.07
万平方，其中在浦东的为陆家嘴滨江中

心；新开工项目 10个，总建筑面积 149.47
万平方米，其中，浦东 8个，包括张江中区

5个地块、川沙新市镇的 2个地块以及竹

园 2-16-1地块；续建项目 6个，总建筑面

积 81.31万平方米，浦东 3个，分别为前滩

中心超高层办公楼（前滩25-02地块）、前

滩中心酒店（前滩 25-02地块）以及前滩

25-01地块商业中心；前期准备项目6个，

总建筑面积 41.15万平方米，在浦东的为

潍坊社区 497-02地块（竹园 2-13-1/2号

地块）。

推进张江科学城及前
滩等新兴区域开发

“2020年，浦东新区将跨入而立之年，

公司将紧密围绕浦东新区从‘1万亿到 2
万亿’的倍增行动，发挥好‘擎旗手’‘领头

羊’‘主力军’的作用，持续强投资、速开

发、促招商、优管理，以更大的责任担当、

更优的精神状态，持续推进公司新发展、

新飞跃。”李晋昭说。

在 2020 年的经营分析中，陆家嘴股

份表示，公司今年将全力聚焦张江科学城

核心区项目建设、全力推进承接的集团在

前滩、御桥、临港等新兴区域的项目开发

建设及招商运营等。

位于浦东的在建项目中，陆家嘴股份

年报披露，办公方面，前滩中心25-2地块

超高层办公室预计 2020 年竣工；竹园

2-16-1地块预计 2022年竣工；张江中区

74-01地块（办公部分）预计2023年竣工；

川沙 C04-13、04-14 地块（办公部分）预

计 2023年竣工；张江中区 56-01地块（办

公部分）和张江中区57-01地块超高层办

公楼预计2024年竣工。

商业方面，前滩 25-1地块商业中心

预计 2021年竣工；张江中区 73-02地块、

张江中区 74-01 地块（商业部分）、川沙

C04-13/14地块（商业部分）预计 2023年

竣工；张江中区56-01地块（商业部分）和

张江中区 57-01 地块（商业部分）预计

2024年竣工。

酒店方面，前滩 25-2酒店预计 2021
年竣工；张江中区56-01酒店预计2024年
竣工。住宅方面，张江中区75-02租赁住

房项目预计2023年竣工。

截至 2019 年底，陆家嘴股份拥有土

地储备64.58万平方米，其中，位于浦东的

土地储备为23.64万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近日，市商务

委员会、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和中国出口

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联合推出服务

外贸中小企业、加强出口信用保单融资方

案。根据方案，建行首期提供 100亿元人

民币专项信贷额度，重点支持出口量3000
万美元以下的本市外贸中小企业复工复

产复市。

建行明确，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用好

用足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工具，同时该行将

建立 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通过绿色通

道，加快贸易融资审批、放款等手续，为企

业提供定制化套餐权益，保障外贸产业

链、供应链畅通运转。

其中，针对上年度出口规模在 500万

美元以下，并持有中信保“小微保单”的

外贸小微企业，建行将通过“跨境快贷—

信保贷”产品为企业提供纯线上、纯信用、

无抵押贷款；针对上年度出口规模在 200
万美元到 3000万美元，并持有中信保“综

合险保单”的外贸中小企业，建行还将提

供融保通、保易融等特色保单融资产品，

扩大授信规模；针对尚未投保出口信用保

险的外贸小微企业，建行将通过“跨境快

贷”和“小微快贷”系列产品提供纯信用的

在线普惠融资服务。

据悉，市商务委员会、建设银行上海市

分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将建立“网格化”工作机制，建行下属26个
处级分支行与各区商务主管部门、中信保

上海分公司各营业部、本市国家级外贸转

型升级基地、重点行业组织等全面对接，进

一步加大对外贸企业金融服务支持。

本报讯（记者 张淑贤）继摩根大通证

券日前正式开业后，浦东又新增一家外资

控股的合资券商。近日，证监会披露，核准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控股股东变更申请，

摩根士丹利成为合资券商的控股股东，即

持股比例由49%增至51%。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2011年在浦东

成立，现有业务范围包括股票和债券的承

销与保荐以及债券的自营。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联席首席执行官兼

中国首席执行官孙玮表示：“中国是摩根士

丹利业务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期待进一

步加大对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的投资，以

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专业建议和服务。”

据悉，这是今年第二家落户浦东的外

资控股合资券商。3月20日，由摩根大通

控股的摩根大通证券正式开业，将为中国

及国际客户提供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

咨询以及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

自 2018年我国新一轮金融业扩大开

放以来，加大在华投资已成为一批国际顶

级金融机构的共识和选择。与摩根士丹利

华鑫证券同时获批的，还有高盛高华证券

控股股东的变更申请，即高盛持股比例由

33%增至51%。

目前，我国外资控股的合资券商（不考

虑CEPA项下，即内地与港澳建立更紧密

经贸关系的安排）已达5家。

再过两天，即今年4月1日起，我国将

正式取消对证券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

制，记者获悉，一系列外资独资的证券公司

开放项目已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

高盛亚太区（除日本外）联席总裁李

廉透露，获得控股股权后，将尽快把在高

华证券运营的业务及管理部门迁移整合

为单一公司实体——高盛高华，同时，也

将寻求尽早实现 100%持股。此前，法兴

银行和花旗集团也已曾宣布要在中国设

立全资券商。

■本报记者 李继成

记者从申通地铁集团获悉，上周上海

地铁工作日日均客运量已攀升至633.7万
人次，恢复到去年同期的51%。16号线也

将结束夜间施工，4月 1日起恢复常态末

班车运营。

地铁继续保留“两个必须”

在一手抓防疫、一手抓复工复产复市

的情况下，上海地铁近期加强了大客流管

控措施。组织专门力量，每天针对工作日

早高峰客流情况，不断强化车站、线路和

网络客流的分析研判，因线因站施策，动

态、协同管控网络进站客流，保障车站车

厢人流的动态平衡。同时，充分利用客流

低谷线路缩时运营留出的“黄金窗口期”，

进一步加强车站车厢清洁消毒、设施设备

隐患消缺整改、新车调试等工作。

据悉，在3月22日8号线恢复常态末

班车的基础上，4月1日起，16号线也将完

成所有施工，恢复常态末班车运营。16
号线首列6节编组新车上周上线投用后，

第 2、第 3列 6节编组新车也将提前完成

调试，计划在4月下旬陆续上线运营。此

外，2、5、7号线预计将在 4月底恢复常态

末班车开行。

申通地铁集团副总裁邵伟中表示，上

海轨道交通将继续保留“两个必须”，乘坐

轨道交通必须全程佩戴口罩，进站必须测

温，持续做好车厢二维码扫码登记、站车

清洁消毒通风、全运力保障组织行车、落

实员工卫生防护、强化公共卫生知识宣传

等疫情防控措施。

轨交+公交短驳今年不实施

上海地铁预计，清明祭扫活动期间，

如逢天气晴好双休日、节假日出行客流或

将有明显上升趋势，清明节当天路网客流

总量约340万人次。为此，清明节当天上

海地铁全路网将提升保驾等级。同时，为

了满足清明扫墓客流需要，4月 4日清明

节当天，2、11号线将启用“扫墓”专项列

车运行图，调整列车运行交路、增加上线

列车。届时，两条线路在祭扫高峰时段的

运营间隔，将较常态双休日运营间隔大幅

缩短。同时，根据历年清明保障期间，祭

扫客流出行的潮汐特征。今年清明祭扫

活动期间，逢双休日、清明节，路网中多条

毗邻墓园的重点线路将从每日运营开始

至14：00增加备车，实时增补区段运力。

此外，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清

明节期间本市不实施以往采用的“轨交+
公交短驳”举措。2号线浦东沿线的界龙

古园、乐乡公墓、汇龙园等墓区，市民可搭

乘地铁站周边的常规公交线路前往。

陆家嘴股份：赋能浦东新兴区域开发
去年在新区新开工项目8个 续建项目3个

自救法：脚勾踏板随车翻转——当

司机感到车辆不可避免地要倾翻时，应

紧紧抓住方向盘，两脚勾住踏板，使身体

固定，随车体旋转。如果车辆侧翻在路

沟、山崖边上的时候，应判断车辆是否还

会继续往下翻滚。在不能判明的情况

下，应维持车内秩序，让靠近悬崖外侧的

人先下，从外到里依次离开。否则，车辆

产生重心偏离，会造成继续往下翻滚。

如果车辆向深沟翻滚，所有人员应迅

速趴到座椅上，抓住车内的固定物，使身

体夹在座椅中，稳住身体，避免身体在车

内滚动而受伤。翻车时，不可顺着翻车的

方向跳出车外，防止跳车时被车体挤压，

而应向车辆翻转的相反方向跳跃。若在

车中感到将被抛出车外时，应在被抛出车

外的瞬间，猛蹬双腿，增加向外抛出的力

量，以增大离开危险区的距离。落地时，

应双手抱头顺势向惯性的方向滚动或跑

开一段距离，避免遭受二次损伤。

车辆在行驶中一旦刹车失灵，乘车

人绝不能盲目跳车。因为司机会减挡降

低车速，如减挡失败，司机应将车辆开到

靠近山体的一边去，必要时用车体侧面

与山体刮撞，所以，乘车人应该抓紧车内

的固定物，以减轻对人体的伤害。

二、车辆翻车高速行车过程中还可能会遇到以下紧急情

况，遇到了千万不要慌张，沉稳应对，准确处置。

浦东又新增一家外资控股券商
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外资股比升至51%

建行首期提供1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

重点支持本市外贸中小企业复工复产

上海地铁客流工作日恢复过半
4月1日起16号线恢复常态末班车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记者日前从

迪卡侬中国了解到，随着海外疫情加剧，

迪卡侬集团法国团队正与专业研究中心

进行技术合作，研究浮潜面罩改造后为医

护人员提供防护的可能性。该款浮潜面

罩改造后可能同时代替大型护目镜和防

护面罩，可在一线医护人员防护方面发挥

“二合一”的作用。

据悉，迪卡侬各国团队借鉴中国抗疫

经验。在意大利，除了向有关公司免费开

放专利技术信息，帮助该公司改造迪卡侬

的一款浮潜面罩外，迪卡侬团队还与多家

医院和公共机构保持联系，为他们提供必

要的抗疫支持。“我们向意大利的一家公

司免费提供了一款浮潜面罩的技术资料，

以配合专业研究。他们改进我们的浮潜

面罩，经过专业医疗程序申报，在意大利

的一家医院测试并取得喜人结果。目前

意大利北部已经有超过 500名患者使用

了该应急设备。”迪卡侬中国相关负责人

表示。

此外，迪卡侬法国也确认，团队正与

专业研究中心进行技术合作，研究浮潜面

罩改造后为医护人员提供防护的可能性。

迪卡侬浮潜面罩“改造”为呼吸面罩

陆家嘴股份的前滩中心项目。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摄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张

淑贤）日前，银联商务旗下“银杏大数据”，

通过采集线下商户的消费者各类支付交易

数据，发布了上海市“银杏消费复苏指

数”。结果显示，随着各行业复工复产步伐

加快，近两周市场回温显著，线下整体平均

消费已恢复至疫情前七成以上水平。

“银杏消费复苏指数”重点关注和监

测了 2月 24日至 3月 22日的线下消费情

况，为期一个月。2月第4周、3月第1周、

3月第2周、3月第3周消费复苏指数分别

为 44.69、52.82、62.50、74.09，消费热度攀

升明显。

从辖区划分来看，3月第3周，上海市

消费复苏指数前三位的辖区为：金山区

（85.90）、奉贤区（85.89）、虹口区（81.92），

数据说明以工业、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辖

区最优先复工复产，带动地区消费市场率

先回暖。中心城区中，浦东新区、黄浦区、

徐汇区消费市场相对活跃，消费复苏指数

分别为78.88、73.73、72.49。
从商圈分布来看，五角场、南京西路、

徐家汇、南京东路等上海市重点商圈率先

恢复消费活力，其中五角场商圈消费复苏

指数达 78.39。淮海中路、陆家嘴商圈紧

随其后，指数为 70.68、70.29，各商圈消费

人气稳步回升。

从行业分类来看，目前上海全市百

货、购物中心、餐饮等领域企业正有序复

工复产，经营情况稳步恢复，其中，全市超

市卖场复工率已达到100%。

与此同时，伴随各大商场陆续恢复正

常营业时间，夜间经济也日渐恢复繁荣。

根据对上海市重点商场的监测数据，3月

居民夜间（当日 18点至次日 6点）消费金

额较2月提升超10个百分点。

上海线下消费逐步走出疫情“阴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