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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年间经济总量从 60 亿元跃升至万亿大关

上海浦东新区：自贸区扩容 金融业占 GDP 比重达七成
文 / 刘颂辉 张玉

渡口被毁，
道路脏乱，
一到雨天，
路上

区实现金融业增加值达 1465.33 亿

2018 年 11 月，
国家主席习近平

泥水漫延，
被取名为
“烂泥渡路”
。以
至于，
老浦东的民谣也这样唱道：
“黄

元，同比增长 5.2%；金融业增加值
占上海全市的 50.2%，占新区生产

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致辞时表示，为了更好发挥上海

浦江边有个烂泥渡，
烂泥路边有个烂
泥渡镇，
行人路过，
没有好衣裤。
”

总值的 29.2%，占新区第三产业增
加值的 38.2%，
保持平稳增长。

浦东新区启动之后，一名政府

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机构发

周 汉 民 认 为 ，在 建 设 模 式 方

2018 年浦东新区改革政策一览

（不完全统计）

面，浦东给全国提供的经验首先是
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并举。浦

4月3日

东的几个重要发展空间同时也是
社 会 发 展 的 热 点 —— 陆 家 嘴 、金

《浦东新区关于支持人才创新创业促进人才发展的若干意见》发布，
率先试点多项人才制度。

8月8日

等地区在对外开放中的重要作用，
决定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桥、张江、外高桥，都希望能够成为
按照《浦东新区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在新区行政区域内直接参与科

官员带着投资者来到浦东外高桥，

展服务处调研员隋丹表示，金融业

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

上海计划在濒临长江口设立自由
贸易区，但映入眼帘的是战争留下

在浦东经济发展中的支柱地位依
然显著，形成了功能完备的金融要

大胆创新探索，为全国积累更多可

的碉堡、农田和荒凉的芦苇荡，不

素市场体系，建立了门类齐全的金

复制可推广经验。

见人影，唯有秋风萧瑟。投资者顿

融机构体系，形成了持续优化的金

时愣住，
不相信这一区域能成功。

融发展环境。

新的城区。在经济发展融入社会
技创新工作并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和组织，都可能获得科学技术奖

区的新片区，鼓励和支持上海在推

发展的进程中，陆家嘴是比较典型
的代表。现在张江在打造科创中

励的申报、
评审和授奖。

11 月 5 日

心，也希望它是一座新城。又比如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发表演讲时提

一语激起千层浪。对于自贸
区扩容的猜想一时间成为各界关

1990 年以后的几年里，浦东新

公开资料显示，经过 28 年的开

注的焦点。甚至有消息透露，整个

区在狂热中发生着变化。谢国平

发开放，浦东新区的经济总量从最

到，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且决

浦东当时提出的“土地批租，滚动

定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

开发”的模式，对新区建设都提供

11 月 27 日

了新的经验。同时，浦东的发展始

浦东新区卫生计生委发布关于下发《浦东新区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

终强调与国际融合。
“ 今天我们自

行动计划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

浦东新区都将纳入自贸区。事实

在自己的书中写道：
“500 多平方公

初的 60 亿元跃升到 2017 年的 9651

上，建设初期的浦东新区远不如现

里的土地上，同时开工建设的工地

亿元，占上海总量的近 1/3；财政总

在发达。

最多时达到 3000 个以上，随处可见

收入从 11 亿元跃升到 3938 亿元，

贸区的企业 20%是外资企业，外向
12 月 5 日

度始终是浦东发展方向之一”。
《上海市浦东新区总体规划暨土地利用总

“浦东要了解自己的区位优势，
体规划（2017-2035）》草案公示。

“当时黄浦江两岸的反差非常

吊车高耸，施工车辆穿梭往来，搅

增长了 357 倍；工业总产值从 176

拌机轰鸣，满地泥浆，尘土飞扬。”
浦东就像一个“大工地”。

亿元跃升到 10228 亿元，增长了 57
倍，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

首先要把上海的五个中心建设往前
12 月 19 日

之大，西面是豪华典雅的万国建筑
群，东面则是一片工厂、仓库和农

推进，
其次要在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
量发展及国家战略布局上做出独特

浦东新区区委区政府印发实施的城乡发展
一体化 2020 行动计划发布。

田。”30 多年前在外滩工作的谢国

烂泥渡路在改革开放之后，拓

平，像是在回忆久远以前的历史故
事。2002 年，当谢国平转到浦东工

宽成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核心地
段的柏油大马路——银城中路，路

作以后，被眼前林立的摩天大厦震

的北段一侧是金茂大厦、上海中心

惊：为什么老浦东一个经济落后的

等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另一侧则

区域在短短 10 余年里发生了 180
度转变？连时任浦东新区管委会

是东方明珠电视塔及汤臣一品、中
粮海景 1 号等一线江景豪宅。

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的贡献。同时，浦东不能忘记自己
的特别使命：第一，它是国家‘一带
一路’
建设的桥头堡。第二，
它是我

蝶变：
“三区一堡”的新城模式

国改革开放的创新区。第三，它是
我国未来新的改革开放许多政策的

“长江两岸绿意盎然，上海张
本报资料室/图

试验区。第四，它是我们融入国际
规则、
国际惯例，
一个非常重要的压

149 件、214 件以及 105 件。

特别是中小企业，尤其是当前经营

力测试区，所以我们叫做‘三区一

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希望后续政策
能够更加开放。
”尹先生表示。

堡’
。
”
周汉民总结表示。

江活力四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发表 2019 年新年贺词时如此表示。

浦东新区官网显示，自 1990 年

2018 年年末，记者实地走访了

起，
浦东创立全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

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合欢路的上海

日前，
《中国经营报》记者实地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迄今为止也是唯

市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心。记者在

一位从事医药零售行业的尹姓
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企业

走访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服务中
心、
浦东新区发改委、
浦东新区金融

一一个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国家级开

走访中了解到，
上海市浦东新区企业

成立已经将近有10年的历史。
“浦东

“现在的上海五大中心建设全

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杨建文表

服务中心的 7 号办事窗口与众不
同。据介绍，
该窗口是中心的
“找茬”

新区比以前繁荣一些。10 年前我住

部和浦东有关。今天金融业已经

局等多部门，并深度采访了多位浦

发区；
第一个出口加工区金桥出口加
工区；
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和

的地方房价大概每平方米只有七八

成为整个浦东 GDP 总量的 70%，上

示，浦东改革开放的特点是探索新
的道路。
“ 上海是出口导向型经济

东新区改革发展的见证者。由贫苦

第一家证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窗口，
无论个人还是企业，
在办事过

千元，
现在这里接近4万元。
”

海自贸区现在 120.72 平方公里，占

前沿，而随着改革开放不断发展，

农村变为经济领头羊，陆家嘴的烂

程中遇到任何困难，
都可以来这个窗

尹先生表示，虽然目前企业所

浦东总面积的 1/10，但是创造了浦

泥渡路，早已成为寸土寸金的资本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
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

面临的营商环境较以前相比有了大

东 75%的经济总量。1990 年浦东

竞逐热土。

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

口
“找茬”
，
并且很快得到反馈。
浦东新区“找茬”数据分析显

经济形势的内核将发生变化，需要
浦东新区发挥新的功能，闯出新的

的改善，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可以改

的经济总量是 60 亿元人民币，2018

道路。在长三角一体化提升为国

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

示，相关“找茬”类型主要包括专业

善的地方。
“比如企业咨询不是特别

年，浦东经济总量将超过 1 万亿元

家战略的背景下，上海原先的以国

样。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
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

化咨询（占比 53.06%）、用户体验度
（占比 32.15%）、办事流程优化（占

方便，很多时候我办一件事情最少
要跑两次甚至三次。如果有更加方

人民币，浦东经济总量已经是上海
经济总量的 1/3。同时，在国家‘自

内市场为主的进口替代型产业，比
如汽车、钢铁、石化，包括装备制造

后，但现在就要做起。”邓小平在浦

比 10.81% ）和 投 诉 建 议（ 占 比

便的电话或者网上咨询窗口，我来

贸区要建设新片区 ’的指示下，浦

业，要向高尖端产业发展，如大飞

陆家嘴地区靠黄浦江最近的南北向

东视察时说道。

2.99%）。 其 中 ，2018 年 6 月 ～12

之前把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那我

东的自贸区拥有巨大溢出效应。”

机发动机、核电工业、高端装备制

主干道路，
为一条长 1.12 公里、
由卵
石和碎石铺筑的
“弹格子路”
。由于

上海浦东新区金融服务局公
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浦东新

月，专业化咨询的每月“找茬”数量

跑一次就可以把事情解决了。
”

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

造业等，未来建成现代工业体系，
推进工业制造业进程。
”

副主任李佳能在回忆时也感叹，浦
东变化之快，
就像做梦一样。

记忆：
激情四溢的经济开发区
据浦东 30 年前的旧地图记载，

分别为 22 件、52 件、20 件、33 件、

“好多政策汇集不到每个企业

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表示。

对于未来的发展，上海社科院

“千亿新生”融信中国念起
“稳”字诀
2018 年 12 月 31 日晚，克而瑞

让融信能如此快速成长的一

公布了“2018 年中国房地产企业

个重要原因是踩对周期拿地，获

布局。

销 售 TOP200 排 行 榜 ”，融 信 以
1218.8 亿元合约销售额位列榜单

得了充裕的土地储备。
2016 年初，融信将总部迁入

融信在杭州的深耕很快反映
在了业绩上。2018年半年报披露，

第 25 位，以同口径计算，同比增

上海，并迅速进入了“买买买”模

杭州实现 178.83 亿元的合约销售

长约 75%。

式。数据显示，2016 年融信中国

额，占融信全国销售额的 32.79%。

对于融信来说，2018 年既是

在上海、杭州等地先后拿下了 21

克而瑞最新数据显示，2018 年全

跨入“千亿俱乐部”，实现规模飞
跃的一年，也是其走向高质量发

宗地块，新增总建筑面积 527 万
平方米。

年，
融信在杭州实现的权益销售金
额位列所有在杭房企第二位。

展的一年。
在连续多年的跨越式发展

2017 年，融信继续攻城略地，

拍卖，并尽可能拿地，完成了重点

值得一提的是，
杭州项目的平

以“招拍挂”的方式继续在杭州、

均售价达到了 43785 元/平方米。

后，融信在 2018 年也开始“慢下

天 津 、成 都 等 城 市 拿 地 。 截 至

事实上，在同一地段，融信的售价

来”，主动去杠杆、降负债，优化财
务结构，将“稳”作为首要目标。

2018 年 6 月末，融信在全国 38 个
城市持有 147 个项目，土地储备

通常比周围房产高 20%左右。东
吴证券研报指出，
上半年融信的土

同时，成长为一家具有社会责任

面积 2517 万平方米。

地储备平均成本仅 6463 元/平方

效果图

感的企业，坚持推动社会公益事

通过两年扩张，融信获得了

米，销售均价达 21494 元/平方米，

会。这对于专注于高端精品的融

信的行业地位。2011 年，融信首

额约 11 亿港元（约合 9.7 亿元人

业进步，同样是融信中国“高质量

足 以 支 撑 未 来 3~5 年 的 土 地 储

土地成本占销售均价的 30%，
预示

发展”的题中之意。

备，并初步完成了全国化布局。

未来公司毛利空间仍然广阔。

信来说，
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严跃进表示，
融信这两年抓产
品线，开发思路比较明确，后续此

次入选“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
2015 年，跃居“2015 中国房地产开
发企业 50 强”
榜单第 33 位。

民币）。业内人士分析，融信此举
在优化股东结构的同时，也有效
降低了财务杠杆。

这 也 是 融 信 在 2019 年 持 续

目前，融信已经形成了包括海峡

而最新数据显示，融信 2018

坚持的方向。上海易居房地产研
究院总监严跃进认为，融信当前

西岸、长三角、长江中游、大湾区、
京津冀、中原、西南、西北在内的

年全年的平均合约售价为 21672
元/平方米，较上半年的销售均价

发布此类战略，说明其善于把握

八大城市群。

有所提高。这意味着，在 2018 年

周期，并具备灵活应变的能力，

类产品线有助于培育更好的产品
项目和受众群体，
利好项目溢价。

新“融信速度”

2018 年，融信在“2018 中国房
地产上市公司综合实力 100 强”
中位列第 23 名，跻身中国上市房
企综合实力 30 强，同时还拿下了
“2018 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发展

同时，融信在 2018 年采取了
审慎的拿地策略，上半年新增权
益 拿 地 支 出 74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49%。这样的拿地策略对融信的
债务控制、增强流动性来说，意义

不过，
除了扩充土储的大胆之

下半年颇为“艰难”的市场环境

外，
拿地时还要有判断市场发展潜

中，融信对高品质的一贯追求，经

从创立至今，融信只有短短

受住了市场的考验，也得到消费
者的认可。

15年的发展史，
回溯其历程就能看

速度 5 强”第 2 名。

重大。

三年跨越 从百亿到千亿

力的细心，
融信在杭州的布局生动
地诠释了
“拿对地”
的意义。

2015 年，融信的合约销售金
额刚跨过百亿的门槛；三年之后，

2013 年 ，融 信 已 进 入 杭 州 。
2016 年 G20 峰会之前，融信参与

自成立之初，融信便专注于
中高端改善型住宅，着力成为“品

到，
这家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政策
指引下，从一家区域性房企，到实

“ 速 度 ”成 了 融 信 的 一 个 关
键词。

除了降负债之外，融信的盈
利状况也进一步得到了改善。据

现全国布局，成长为行业新锐，打

虽 然 融 信 在 2018 年 实 现 了

融信 2018 年中报显示，报告期内

融信壮大为千亿房企。

了当年 3 月~9 月杭州所有的土地

质地产领跑者”。

飞跃，成为“千亿房企”，但“稳”才

其净利润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是其 2018 年的主题。

均 超 过 100% ，毛 利 率 达 到

“底气很足”。

2003 年，国家明确提出，将房
地产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融信中国董事局主席欧宗洪

争形成“1+4”的产品系梯队，
“1”

业，整个行业呈现出国退民进的

在公司 2018 年中期业绩会上直

若扣除收并购项目重新估值影

是指一个明星，即世纪系；
“4”是

状况。在这股潮流下，融信地产

言，相较于发展速度和排名，
“更

响，
公司毛利率将达到 32.6%。

指四个主力产品线，即“府、澜、

在福州创立，经过 5 年的深耕后，

关心的是公司高质量增长”。

城、公馆”。同时，融信还将在营

2009 年融信向厦门等地挺进。

造高端艺术人文社区方面持续发
力，在已建社区和新建社区中都
会引入更多艺术人文元素，为业
主打造舒适的精神家园。
有分析指出，
近期市场出现转

效果图

造出令行业瞩目的
“融信速度”
。

据融信方面介绍，2018 年公
司就明确了产品系，2019 年将力

“走出去”的融信开启了发展
加速度。
2015 年 ，融信以 119 亿元的

融 信 在 2018 年 的 中 期 报 告

销售额更是自此逐年翻倍。2016
年，融信合约销售额达 246 亿元，

明实际上上海也开始落实了更加
市场化的定价模式，
充分体现了当
前高端楼盘较好的市场发展机

“稳”增长效果明显，融信方
面表示，2019 年的主题将是更加

中明确提出：在迈向千亿级开发

重视利润和现金流、持续降负债、

商的这一年里，本集团以“平衡发

优化财务结构，实现稳健而有质

展”作为战略重点，坚守品质，以

量的增长。

合约销售额书写了发展新历史， “保盈利”和“降杠杆”为首要目

向，如上海一些高端楼盘入市，说

29.30%，同比上升 10.7 个百分点，

标，
务求实现有质量的稳健增长。

正是基于对融信中国成长性
及在降杠杆方面取得的成绩以及

事实上，2018 年初，融信就将

后续决心，境内外多家评级机构

2017 年达 502 亿元；2018 年前 11

降杠杆作为全年的发展主基调之

都上调了公司评级，境内主体信

个月，
便一举突破千亿元。

一。于是，融信先是通过配售引

用评级提升至 AAA，标普和穆迪

入战略投资者，配售所得款项净

也相继将其评级展望调至稳定。

这样的成绩也逐步推高了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