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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浦东新区举行金融改革
创新项目落地暨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成
立大会。浦东新区出资设立的首支致力
于引领区发展的母基金、引领区首个金
融创新平台项目、上海首支百亿S基金
等一系列金融创新和发展项目的集中落
地，成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
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引领
区意见》）发布一年之际，浦东新区在金
融改革创新上交出的阶段性答卷。

引领区建设将迎来千亿元资金“活
水”在大会上宣布成立的引领区产业发
展基金，是《引领区意见》发布以来新区
出资设立的第一支母基金，建立了涵盖

“募、投、管、退”全方位的基金闭环体系，
以此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高水平
循环，构建产业发展新优势。

其中在募资方面，首期由浦东新区
出资50亿元。各大金融机构、央企、地
方国企、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也在筹备过
程中踊跃参与，预计可撬动超过1000亿
元社会资本参与引领区建设。

“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是落实中央
《引领区意见》的重要举措，以提升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效益、大力发展硬核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目标，发挥政
府资金的撬动作用，加速产业和资本的

创新融合，为浦东更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浦东新
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伟表示，浦东将
以此为契机，探索更多金融改革试点，开
拓更多产业投资亮点，在服务全国、全市
发展中作出浦东更大的贡献。

据悉，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聚焦科
技创新、产业发展、功能平台、投资促进
四大功能，从顶层设计入手，进一步放大
财政资金效应、引入市场化管理机制、提
升基金规模能级。

投资方面，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将
采取投资项目和投资基金相结合方式，一
方面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重大功能项目由
政府全额出资；另一方面发挥市场主导作
用，依托专业团队投资市场化项目和子基
金，既注重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投资，也
注重投早投小，推动产业集聚发展。

管理方面，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坚
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专业高效”的原
则，对内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强化规范管
理、提高投资效率；对外采取“揭榜挂帅”

“赛马机制”，遴选专业化市场化管理人。
退出方面，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依托

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股权份额转让平台、
S基金等新机制，进一步拓宽退出渠道。

会上，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发起人
上海浦东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产
业引导母基金入围管理人国方资本、国
君创投、海望资本、海通开元和中金资本
进行了签约。上海科创集团、国盛集团、
中保投资、韦尔股份、协鑫能科、纪源资

本、高瓴投资等引领区产业引导母基金
部分战略合作伙伴也同步进行了签约。

去年7月15日对外发布的《引领区
意见》，多处涉及金融改革创新发展。一
年来，浦东新区积极贯彻落实，此次大会
签约落地的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
让平台项目、S基金项目，是引领区创新
成果逐步落地应用的实例，有助于完善
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退出机制，助力形
成产业投资的“闭环”。

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
是浦东引领区首个落地的金融创新平台
项目。去年11月，证监会批复同意在上
海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私募股权和创业
投资份额转让试点，依托上海股权托管
交易中心开展，逐步拓宽私募股权和创
业投资退出渠道，促进私募基金与区域
性股权市场融合发展，助力金融与产业
资本循环畅通。

截至今年6月末，份额转让平台已
上线13单份额转让项目，其中已成交8
单，成交总份数为10.38亿份，成交总金
额约为10.18亿元。

为更好建设股权份额转让平台，浦
东积极推动上海市首支S基金——上海
引领接力创业投资合伙企业一期（有限
合伙）成立，总规模100亿元人民币，首
期30亿元，管理人由上海国有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旗下的上海孚腾私募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担任。中保投资、中银理财以
及交银国际为S基金核心意向投资人，
上海国投、浦东引领区基金为基石投资

人。
据介绍，S基金在落地后将积极参

与平台交易，在规范私募股权份额交易
市场、提高交易活跃度、促进国有私募股
权份额流动性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副书
记、副主任兼上海分行行长金鹏辉表示，
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平台直接
推动S基金快速发展，相信通过这两项
创新成果，能够帮助引领区产业发展基
金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实体经济，推
动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为浦东新
区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提供更多金融动
力。

引领区“金融合作圈”提质扩容当
天，还有一系列产业资本项目在大会进
行落户签约——纪源资本、金浦产业投
资基金、上海体育产业基金、汉领资本、
恒瑞医药等国内外知名的五大产业资本
或旗下基金相继落户浦东。

浦东新区政府还与中国农业银行总
行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围绕引
领区重大项目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国
际金融中心核心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建设、政府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
升、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
携手全力推动引领区建设。

这些项目的签约，将进一步支持浦
东经济复苏和提振，助力浦东新区高
水平改革开放，共同打造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引领区。

（据浦东发布）

前海管理局日前制定《深圳市前海
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促进商
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从收入端、成本端多元予
以企业发展支持，对批发零售企业、商
业运营主体、商户及电商直播予以支
持，其中年度支持上限为3000万元，商
户支持上限为300万元，港资机构可按
既定支持标准的1.2倍予以核定和执行
且上限不变。《办法》目前已实施，有效期
3年。

支持贸易物流发展 消费平台
最高予以500万元奖励

商贸物流是前海第二大产业，通过
制定政策引导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支
持进出口贸易、跨境电商、保税维修、保
税研发、保税展示等新业态，重点打造
电子元器件、高端消费品产业集群，建
设创新高地，推动前海现代物流业高质
量发展。

针对贸易物流企业，《办法》鼓励平
台发展，大力引进国内外知名电商平台
来深设立国际总部或功能性区域中心，
消费平台满足一定条件可予以最高500
万元奖励，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则按年度
交收金额的0.02%予以支持。此外，在
前海综合保税区内，对租赁仓库或办公
物业的企业予以一定比例的租金支持。
同时提供仓库智慧化升级改造支持，实
际投入总额不少于100万元的，按其实

际投入总额的10%予以支持。

支持航运发展 前海首创在船
服务、航运人才支持

针对航运服务业，对“中国前海”国
际船籍港发展、船舶管理、航运人才、邮
轮游艇等业态进行支持，在船服务支持、
航运人才支持均为前海首创。

在国际航运支持上，对登记为“中国
前海”籍的国际船舶及其在船服务船员

给予支持。其中船舶按70元/总吨的标
准予以注册支持，对在“中国前海”籍国
际船舶上年度工作满半年以上的船员，
按照高级船员每人每年2万元、其他船
员每人每年5000元的标准予以在船服
务支持。对开展国际船舶管理的前海航
运服务企业，按10元/总吨、最高100万
元的标准予以管理支持。

同时，对符合条件的邮轮公司按照
实缴注册资本的 1%予以一次性落户

支持，并根据新开辟的航线类型予以
航线支持，对入区经营的船级社予以
一次性开办支持30万元，对获得无限
航区一等船长、轮机长适任证书和A
类注册验船师证书的人才予以3万元
一次性支持。

支持商业发展 电商直播满足
条件的一次性支持100万元

《办法》鼓励释放更多的有效商业面
积，促进商业运营主体主动作为投入更
多资源、做好国内外知名优质品牌商户
的招商引资等相关工作。其中，针对以
国内批发零售为主营业务且营业收入达
到10亿元的重点企业，按营收的一定比
例予以奖励。

针对新开业商业商户，对新开业且
不少于10000平方米的商业规模予以最
高不超过500万元的一次性支持，对新
开业且建筑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的商
户按60元每平方米的标准予以一次性
开业支持，对新开业的国内外知名优质
品牌予以20万元到50万元不等的开业
支持，对商户引入香港本土品牌予以每
个品牌5000元的支持。

《办法》还设立电商直播奖励。开展
电商直播业务的企业，满足“直播间数量
不少于10间”“签约合作品牌数量不少
于30个”“年度直播带货销售额不少于5
亿元”等条件，一次性支持100万元。

（据深圳前海公微）

日前，“珠三角打造中国汽车
智能化供应链新生态”研讨会在广
州南沙举行。南沙区委副书记、区
长董可，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
事长兼秘书长张永伟，中国电动汽
车百人会副秘书长王贺武、徐尔
曼，广汽集团副总经理閤先庆，比
亚迪半导体副总经理杨云等共同
为落户南沙的“中国电动汽车百人
会华南总部”揭牌。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于2014
年5月由国内外多家汽车公司、专
家学者共同发起成立，定位是打造
行业高端智库，围绕行业发展战略
性全局性前瞻性问题深入开展研
究，为有关部门提供咨询意见。

广东省是我国汽车产业最发
达的地区之一，是2021年我国汽
车产量第一大省，孕育出了广汽、
比亚迪、小鹏等知名企业，发展出
了数以万计的零配件配套企业。

未来，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华南总部将立足广州，深耕湾区
并服务华南，发挥自身特长，聚焦
产业关键环节、前沿技术和共性
课题，致力于新能源汽车关键共
性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及创
新赋能服务。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张永伟在揭牌仪式上
表示：“珠三角地区集中了全国比
较优秀的整车企业，整车的带动性
起到主导型的作用。另外，在珠三

角地区，有较强大的智能化的产
业基础。汽车的智能化技术和
产业的来源，更多的是依靠跨行
业，特别是消费电子、信息通信
这些跨界领域，这些领域使珠三
角地区在全国具有不可替代的
位置。”

同时他也表示：“希望我们华
南总部的团队和北京的团队一起，
深度参与到南沙、广州和珠三角的
汽车产业发展中来，与我们区域的
企业深度合作，更好地助力在珠三
角打造一个中国新一代汽车产业
发展的增长极。”

当天，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
组织召开的“珠三角打造中国汽车
智能化供应链新生态”研讨会暨
2022年度第19期高端研讨会上，
广汽集团、电目科技、PIX Mov-
ing、航盛电子、芯驰科技、欣旺
达、小马智行、三一集团、大疆车载
等40多家珠三角企业成员的代
表，围绕中国汽车智能化供应链发
展重点和趋势，珠三角如何布局汽
车智能化供应链，消费电子、家电、
通信企业如何跨界进入汽车智能
化供应链体系，汽车智能化时代整
车与零部件企业如何更好协同，智
能化零部件企业如何构建核心竞
争力，如何培育汽车智能化零部件
领先企业和打造智能化产业集群
等议题展开了深度研讨和交流。

（据广州南沙发布）

广州南沙
掀起电动汽车“创新风暴”

近日，格瑞食品工业（天津）有
限公司新项目负责人张艳春走进
位于华苑科技园的滨海高新区不
动产登记中心，经过简单的材料交
接，她不仅拿到了公司新项目的土
地交付确认书，还同时拿到了《不
动产权证》。张艳春高兴地说，“原
本以为还要再等几个月才能拿到
的《不动产权证》，此刻就在手中，
这将有效推动公司新项目快速进
场施工。”

据了解，这是天津滨海高新区
不动产登记中心开启“交地即交
证”服务新模式后，颁发的首本“交
地即交证”不动产权证书。此举旨
在通过主动介入、靠前服务、登记
预审，将土地登记关键环节从“供
地后”提到“交地前”，改“串联办
理”为“并联办理”，为企业提供高
效服务，从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
境，提高不动产登记服务水平。

张艳春说：“2003年格瑞果汁
工业（天津）有限公司就在高新区
华苑科技园注册成立，多年来得到
了快速发展。今年3月，公司在渤
龙湖科技园注册成立格瑞食品工业
（天津）有限公司，以满足实际扩产
需求。今年5月，新项目正式进入
到土地招拍挂环节。高新区不动产
登记中心第一时间与企业沟通对
接，并组织专人解答企业难题，协助
企业审查资料、办理手续。最终，我
们只跑了一次，就把土地交付确认
书和不动产权证书全拿到了。”

据天津滨海高新区不动产登
记中心主任任浥尘介绍，为贯彻落
实天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展
的《天津市不动产登记领域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
方案》，在市局和新区分局两级业

务指导下，高新区不动产登记中心
在与土地利用部门、税务部门、地
籍调查单位积极主动对接沟通后，
把原本从签订出让合同到取得《不
动产权证》所需的几个月时间周期
压缩到当日办结，不动产登记部门
全程帮助企业办理土地首次登记
所需要件，最终保证企业在签订土
地交付确认书的当天拿到不动产
权证书，实现了土地交付和不动产
登记的“零时差”“一站式”服务，有
效减少了企业的跑办次数，为企业
早开工争取到了“黄金时间”。

“下一步，高新区不动产登记
中心将继续保持与企业的密切交
流，进一步为企业后续房产登记保
驾护航。”任浥尘说。

据介绍，“交地即交证”是指企
业以出让方式取得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一次性缴清全部土地出让
金和相关税费后，在交付土地的同
时为其办理土地使用权不动产权
证书的登记服务新模式。这是今
年滨海高新区规资局在整合局内
规划、土地、不动产登记等职能的
基础上，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也
是不动产登记主动向各个环节、各
个领域延伸服务的一项工作创
新。“交地即交证”的实施，全面推
动了高新区营商环境在建设领域
有了质的提升，进一步深化了“放
管服”改革。

任浥尘表示，未来，高新区不
动产登记中心将把企业生存发展
的土壤培育好、呵护好，把“依规登
记、高效登记、便捷登记”作为工作
指南，主动担当作为，为驻区企业
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让企业在高
新区更具获得感和体验感。

（据滨海发布）

天津滨海高新区颁发首本
“交地即交证”不动产权证书

近日，由地中海航运公司
（MSC）运 营 的 美 东 航 线 ——
SANTANA开始正式挂靠深圳大
铲湾码头，提供快速往返美国东岸
和直达波士顿的快捷服务。

据了解，这是今年以来大铲湾
码头新增的第12条航线，大铲湾港
区货物吞吐量和新航线稳步增长。

“很高兴在一个月内迎来
‘MSC’的两条航线，新航线将进
一步加强华南与美国的货运联
系。我们会继续为客户提供优质
的服务。”大铲湾码头董事总经理
杨子聪表示，SANTANA航线是
深圳西部唯一一条直接挂靠美国
波士顿的航线。深圳的出口商企
业更可体验到大铲湾码头安全及
高效的服务。

今年以来，深圳海关所属大铲
湾海关不断推出创新服务举措持
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助力大铲
湾港区货物吞吐量和新航线进一
步增长。据海关统计，大铲湾码
头作为深圳港的主要码头之一，
截至5月底已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81.3万标箱，同比增长27.5%，成
绩亮眼。

大铲湾码头此次开通的美东
新航线由地中海航运公司调配11
艘运力为8500-9500标准箱的船
舶运营SANTANA航线。航线每
周六挂靠大铲湾码头，挂靠港为：
大铲湾-上海-釜山-查尔斯顿-
巴尔的摩-纽约-波士顿-新加
坡-海防-大铲湾。

（据深圳前海公微）

深圳大铲湾码头
迎来美国东部新航线

最高3000万元支持！

深圳前海促进商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浦东启动引领区产业发展基金
预计撬动千亿社会资本

深圳前海综合保税区。 图片来源：深圳前海公微

浦东新区。 图片来源：浦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