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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关于完善期现货联动市场体
系 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在广
州举行。广州市作为期货市场的主阵地
之一，接下来将如何贯彻和落实《实施方
案》呢？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邱亿通
表示，《实施方案》提出16条工作举措，
其中10条涉及广州市，包括高标准建设
广州期货交易所、发展壮大期货市场经
营机构、鼓励优质实体企业参与交割业
务、加快地方交易场所转型升级、培养吸
引高端期货人才等。

以打造国际一流期货交易所为目标

邱亿通表示，将全力支持广州期货交
易所建设发展。广州期货交易所作为重
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广东省期现联动市
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重要的期
货平台和抓手，广州期货交易所的建设发
展与广东省期现联动市场体系相辅相
成。接下来，广州市将以打造国际一流期
货交易所为目标，支持广州期货交易所建
设发展，为其上市期货品种营造优良环境。

加快推动地方交易场所转型升级

广州市现有交易场所14家，其中属
于大宗商品交易类的交易场所共9家。
今年3月，广州市印发了《2022年广州市
交易场所高质量发展工作要点》，在后续
工作中将重点加强交易场所能力建设，
推动广州市各类交易场所工作重心从清
理整顿转向高质量发展，指导各类交易
场所结合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
纽建设有关工作，立足自身实际，充分发
挥优势和特点，优选重点产品，健全配套
服务，壮大业务规模，提高产业链服务能
力和市场影响力，为探索开展期现联动
夯实业务及经营管理基础。此外，推动
期货市场高质量发展。

2021年11月，广州市出台《促进期
货市场高质量发展打造风险管理中心的
工作方案》，广州市将逐条落实上述方案
有关举措，在原有扶持政策基础上进一
步研究加大对期货业的扶持力度。同
时，通过设立期货市场智库、举办大型期

货论坛、加强产学研合作等方式营造期
货市场发展良好氛围，引导实体企业、其
他金融机构积极参与期货市场，高标准
建设期货市场体系。

邱亿通提到，接下来，广州市将在
完善期货市场体系建设的同时延伸期
货产业链条，设立商品期货交割中心，
鼓励优质实体企业参与交割业务，推动
标准交割仓库等产业链配套设施建设，
联动发展相关现货、交割、仓储、物流市
场；鼓励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发展，依托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推动建立粤港
澳大湾区碳排放权交易平台，联动广州
期货交易所探索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双
碳要素交易市场，探索绿色金融资源配
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作用；推动大
宗商品现货交易场所与期货交易所合

作，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围绕广州
期货交易所拟上市品种，支持相关区政
府建设大宗商品产业集聚区，推动相关
现货生产、加工、贸易高质量发展，促进
产业升级。

助推深化粤港澳全面合作

邱亿通表示，《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
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以下简
称《南沙方案》）和《实施方案》均在金融
支持南沙建设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对南
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给予了重要
的政策支持。在国家、省的大力支持指
导下，广州市积极推动南沙区期现联动
市场体系建设，加大金融支持南沙高质
量发展力度，助推南沙深化粤港澳全面
合作。近年来，南沙金融工作成效显著，

金融业增加值从2015年几乎为零发展
到2021年的171.5亿元，占GDP的比重
上升到8.05%；金融业税收超70亿元，占
比为17%；累计落户金融企业约6650
家，七年内增长54倍，集聚了银行、证券、
保险、消费金融、融资租赁、私募基金等
23种细分金融类企业，形成八大特色金
融板块。

下一步，广州市将认真落实《南沙方
案》和省《实施方案》有关要求，高标准建
设广州期货交易所，支持南沙区建设期
货产业集聚区和商品期货交割中心，充
分发挥南沙区位优势，推动期货相关现
货、物流、仓储行业发展，为南沙打造粤
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据广州南沙发布）

广州支持南沙建设期货产业集聚区和商品期货交割中心

打造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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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广州市南沙区与巴西
里约热内卢州卡希亚斯公爵市加
强交流合作备忘录签署仪式在线
上举行，双方正式缔结为友好合
作交流城市（区）。

卡希亚斯公爵市与南沙人文
相和、经贸相连，产业互补性强、
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希望以此为
契机，加强产业对接、经贸合作和
人文交流，为进一步密切中巴两
国关系、深入加强金砖国家合作
作出积极贡献。

据了解，卡希亚斯公爵市致
力于与各国城市发展合作伙伴关
系，在贸易、教育、文化、技术等领
域增进友谊、互利互惠、共同发
展。此次签约有望能让双方更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让合作伙伴关
系结出丰硕成果，友谊之树亘古
长青。

卡希亚斯公爵市是里约热内
卢州下辖自治市，里约热内卢市
的卫星城，面积 464.57 平方公
里，名称源于历史上巴西的卡希
亚斯公爵。

卡希亚斯公爵市工商业发
达，交通便利，文化、教育、医疗资
源丰富。

该市2021年出口量居里约
州第一，发展冶金、石油提炼、橡
胶、化学、汽车和麻纺织、服装等
工业，基础设施工程、食品和饮料
批发、建筑等领域亦表现突出。
此外，该市有多处历史文化遗产，

并拥有公共图书馆、剧院等文化
设施。

里约热内卢市是巴西乃至南
美的重要门户和经济最发达的地
区之一，是巴西重要交通枢纽和
信息通讯、旅游、文化、金融和保
险中心。

南半球新朋友加入

南沙国际“朋友圈”刷新啦！

近日，国内首张以“告知承
诺”方式办结的海员外派机构资
质证书在前海签发。

近日，深圳瑞升国际船舶管
理有限公司以告知承诺的方式，
申请获得了深圳海事局核发的
《海洋船舶船员服务机构资质证
书》。据介绍，这是国内首张在自
贸区范围内以“告知承诺”方式当
场办结的《海洋船舶船员服务机
构资质证书》，开启了海员外派机
构资质办理新模式。

新模式将原来的“三级审批
流程”简化为“当场办结”，办结时
间从原来的15个工作日缩短为
当日，申请材料可在七项申请材
料中减免三项。

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证
照分离”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
主体发展活力的通知》（国发

〔2021〕7 号）的要求，立足改革
创新实践需要，深圳海事局在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试点运行

“从事海员外派业务审批”告知
承诺制，进一步激发海员外派
市场活力，前海蛇口自贸片区
也是全国首个试点运行该制度
的自贸区。

此次，深圳先行示范，率先
完成了国内首单自贸区“从事海

员外派业务审批”告知承诺制海
事业务办理，不仅大幅压缩了外
派业务审批流程，缩短了办结时
限，提高了审批效率。同时，在
前海蛇口自贸片区内注册的企
业单位，通过填写提交《海事政
务办理告知承诺书》的形式，承
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
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
申请材料可在七项申请材料中
减免三项，减轻了企业准备申请
材料的繁琐工作，让申请业务办
理更加便捷。

据悉，中国海员一直是全球
海员输出大国之一，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21年海上
运输报告》指出，全球五大海员供
应国提供了全球44%的海员劳
动力，其中中国排第四，而且船员
数字比例还在不断增长。

自贸区“从事海员外派业务
审批”告知承诺制办理，让更多符
合资质的优秀企业可以更便捷地
参与到海员外派工作中，激发市
场活力，在良性竞争中给海员更
多选择。有利于塑造海员职业社
会正面形象，提升海员社会认可
度，让中国海员更多的走向世界，
展示中国海员魅力。

（据深圳前海公微）

国内首张！

前海签发以“告知承诺”方式
办结的海员外派机构资质证书

近日，两江新区万州区对口
协同发展2022年度第二次联席
会议召开。会上，双方签署《重庆
万州区两江新区现代产业投资基
金》，这是推进“一区两群”协调发
展的首支区域性产业投资基金。

该基金规模为 10亿元，为
滚动投资，通过政府产业扶持基
金模式引导社会资本，以农产品
深加工产业为切入口、突破点，
进一步带动现代产业发展，形成
市场化、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机
制，共同推动农产品深加工等产
业高质量发展，更高层次、更深
领域推进万州区特色化的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切实发挥万
州区两江新区在全市的标杆示
范和引领带动作用，探索“一区
两群”对口协同产业协作的新路
径，努力为全市探索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做法。

两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政
法委书记程文迪表示，该基金引

入市场化机制，旨在引导优质资
本、项目、技术、人才集聚，从农产
品深加工逐步向其他产业延伸，
扶持万州重点企业及特色项目做
大做强，助力“一区两群”协调发
展走深走实。

按照重庆市委、市政府安排
部署，两江新区携手万州区，坚
定不移推动两地对口协同发展，
双方党政交流更加密切、合作领
域不断拓展、协同机制不断完
善，2021年在全市“一区两群”
区县对口协同发展考核中排名
首位。

在拓展农特、文旅产品销售
市场上，今年上半年，两江新区为
万州区购销农特产品、文旅产品
1658万元，在寸滩国际新城举办

“2022年万州区农特产品走进两
江新区”活动，联合举办2022年

“中国旅游日”暨第七届重庆文化
旅游惠民消费季活动。

（据重庆两江新区公微）

两江新区万州区
成立现代产业投资基金

2021年10月22日，广州市南
沙区与白俄罗斯明斯克市苏维埃
区结为国际友好合作交流城区。
明斯克市是白俄罗斯首都，前苏
联重要的工业中心之一，是白俄
罗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机械
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发达，文化
艺术气息浓厚。

2021年9月28日，广州市南
沙区与阿塞拜疆巴库市哈扎尔区
结为国际友好合作交流城区。巴
库市是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是
历史悠久的古城，于 2017 年被

《国家地理》杂志评为“全球十大
夜生活城市”之一。

2011年11月22日，广州市南
沙区与韩国光州广域市南区签署
了加强交流合作备忘录。光州南
区是韩国政府大力推进的亚洲文
化中心城市的核心区域，是韩国
的“文化艺术之乡”。

（据广州南沙发布）

南沙国际“朋友圈”

质量管理领域数字化转型典型涌
现，“链主”企业推动质量理念向上下游
延伸，新一轮质量发展专项扶持政策落
地在即……

近日举行的第二届浦东新区政府质
量奖表彰仪式上，15家来自科技、医疗、
制造、服务等领域的单位获奖，也凸显了
浦东引领区建设在质量工作方面取得的
亮眼成果。

特色产业和关键领域树标杆

本届质量奖评选进一步强化服务重
大发展战略、助推优势产业转型升级的
工作导向，围绕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积极发掘质量管理领域数
字化转型的典范。

获颁“区长质量奖”的卫宁健康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技术能力
为导向的企业。面对疫情给诸多行业带
来的巨大挑战，企业洞察医疗健康行业
需求，构建了数字健康平台和新一代医
疗数字化产品WiNEX，形成了“1+X”产
品生态，为医疗健康插上“智慧翅膀”。

“WiNEX具备智能精准辅助医生决策的
能力，同时还可以帮助医院建立线上线
下接诊问诊的功能，打破对医院诊疗能
力的束缚，将医疗领域的核心元素在数
字空间重构。”公司负责人介绍说。

获颁“质量创新奖”的浦东新区人民
医院，通过构建“一个中心、三个平台、五
个核心系统”，率先实现医保电子凭证脱
卡支付，开通无感信用支付功能，也是全
市首家完成医疗付费“一件事”工程、互联
网医院线上医保支付、互联网医疗电子票
据试点全部3项改革工作的区级医院。

值得关注的是，多家“链主”企业出现
在了此次获奖名单中。所谓“链主”企业，
是指在整个产业链中占据优势地位、对产
业链大部分企业的资源配置和应用具有
较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力、肩负着提升产
业链绩效重任的核心企业。而依托“链
主”企业，可以加速提升产业竞争力。

科博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样
的企业。据了解，公司的供应链遍布全
国，与数百家电子元器件领军企业保持
着密切合作，通过定制开发专用芯片等
电子元器件，助推全产业链实现共赢。
延锋国际座椅系统有限公司同样如

此——作为国内汽车座椅领域的领军
者，企业在不断提高自身质量的同时，坚
持带领1000多家供应商同步提升，于
2021年获“浦东新区科技创新突出贡献
奖”称号。而此类企业的获奖，体现了浦
东新区政府质量奖致力推动先进质量理
念向上下游延伸、优化全产业链质量管
理体系的导向。

政策激励引导更优发展环境

浦东还发挥政府质量奖励和配套政
策激励的引导推动作用，在全区各行业、
产业进一步形成崇尚质量、追求卓越的
发展氛围。

其中，新一轮质量发展专项扶持政
策落地在即。“十三五”期间，浦东在全市
率先制定实施覆盖“品牌、质量奖、标准
计量、检测认证”等质量全要素的激励政
策，共对417家单位的526个项目发放
扶持资金8522万元，对全区质量发展起
到了良好的引导和带动作用。

今年5月，“十四五”期间《浦东新区
促进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正式
发布，较老办法有三个明显变化：一是政
策内涵更加丰富，增加“重点产品质量攻
关”“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上海标
准与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等项目，更加
突出对质量创新的支持和质量发展环境
优化。二是政策导向更加明确，提出获
得扶持单位为资金管理使用的责任主
体，引导企业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品牌建

设、质量改进、标准化、检验检测项目上，
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三是政策效能
进一步提升，完善“团体标准”等项目申
报条件，确保项目质量；对获得市级以上
各类政府质量奖的单位，按照“就高不就
低”原则，给予一次性配套奖励，最大限
度发挥资金激励的作用。目前，浦东
2022年度扶持项目申报受理工作已经
完成，正在进行项目审核，预计年内将发
放质量发展扶持资金总额超1500万元，
帮助超100家企业推动质量提升。

而为了用足用好促进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确保政策实施效果，区市场监管局
建立健全政策绩效评价机制，委托专业
第三方机构，对扶持项目受理评审、专项
资金规范使用、项目应用实施效果以及
政策本身的适配性等内容进行客观、公
正的独立评价。

综合施策汇聚“质量强区”合力

“十四五”以来，浦东充分发挥质量
工作在服务协同发展、激发经济活力、优
化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引领性、基础性作
用，多点发力为引领区建设聚势增能。

质量服务领先。浦东围绕服务“一
带一路”倡议，持续推动“一带一路”技术
交流国际合作中心功能升级，在设立中
东（迪拜）和东南亚（新加坡）2个分中心
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拓展服务布局。
出口沙特认证业务（Saleem）承接范围由
上海拓展至全国，先后颁发证书2000余

张，帮助上百家企业产品顺利出口。
标准创新领跑。浦东建设各级各类

标准化试点项目89个，涵盖现代农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社会管理
与公共服务、节能环保等多个领域；3家
新型标准化技术组织落户浦东，占全市
一半；支持企业参评“上海标准”，浦东已
有6项标准获准使用“上海标准”标识，
占全市四分之一。

品牌战略领军。通过持续培育和打
造，浦东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质量品牌矩
阵，目前上海共有4个组织获得“中国质
量奖”，3个在浦东。浦东有12个组织和
个人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全市占
比超过1/3；有6家组织、5位个人获上海
市“市长质量奖”，占总数1/3；45家组织
和10名个人获得上海市“质量金奖”，数
量居全市第一；20家企业的26个项目获
得“上海品牌”认证，占全市1/5。

浦东新区质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任、区市场监管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力
表示，浦东将争当科技强、产业强、质量
强的标杆，把推动高质量发展落实到一
个个高质量企业项目上，形成“企业主
动、社会互动、政府推动、上下联动”的质
量发展格局，围绕勇当“王牌”、迈出引领
区建设更快步伐，在质量服务国际国内
两大市场、推动形成更多“上海品牌”“上
海标准”方面跑出发展加速度，展现改革
新力度。

（据浦东发布）

推进质量强区

浦东构筑引领区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浦东新区。

广州南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