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01月07日 星期二
编辑：贾晶晶 任腾飞 E-mail：kggs·jia@gmail.com 校对：王培娟 美编：王祯磊大势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自贸区“汹涌”上海下一站悬念犹存

谁是继上海之后的下一个自贸

区？

自 2013年 8月 29日上海自贸区
挂牌成立的那一刻起，这一疑问成为

业内关注的话题。而随着各地筹划申

报自贸区的消息相继爆出，这一答案

似乎显得更为扑朔迷离。

自贸区密集启动

专家的解读、媒体铺天盖地的宣

传，使得“自贸区”成为时下中国经济

改革的焦点。获得首个自贸区牌子的

上海，也成为其它省市争相追逐的标

杆。

自上海自贸区挂牌后，国内多地

传出申请自贸区的消息，从中国东北

的大连，到最南端的海南，从东南沿

海的浙江、厦门，到中西部的武汉、成

都、重庆，各地都纷纷提出申报自贸

区，并千方百计想从众多竞争对手中

脱颖而出。

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11 月中
旬，各地已在商务部备案的自贸区达

到 8个，分别是天津东疆、浙江舟山、
福建平潭、山东青岛、河北曹妃甸、重

庆两江新区、辽宁大连，以及广东南

沙、前海和横琴。

业内专家指出，随着上海自贸区

挂牌后各项政策不断落实推进，中国

新一轮开放程度更大的贸易窗口正

渐渐打开。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公

报提出的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

易区建设，更为各地申报提供了动

力。

申报各具特色

在国内各地申报自贸区的队伍

中，各地的申报方案都结合自身地域

和产业实际，且各具特色。

在众多申报自贸区的地方中，广

东算是较为特殊的一个：与各地的

“单打独斗”不同，广东是“打包”申

报，打造“粤港澳自贸区方案”。广东

申报自贸区的方案历经 20 多次修
改，从一开始只覆盖南沙新区部分区

域，到扩展至南沙全区并囊括横琴和

前海，最后又将白云机场空港区纳入

其中。粤港澳自贸区的方案被多方人

士看好，特别是考虑到与港澳之间的

关系，业内普遍认为获批的可能性较

大。

而天津无疑也是在上海自贸区

获批之后“警醒”的城市。有天津当地

官员表示，“滨海新区比浦东新区晚

了十年，让天津错过了引领全国的机

会，在自贸区上天津不能再比上海落

后十年了。”

2013年 6月，天津官方证实，天
津自贸区方案已上报国务院。目前天

津已经启动东疆二岛规划，计划在 5
年之内投资 600 亿元，填海造地 40
平方公里，以增加东疆的港口岸线和

土地使用面积，作为天津由保税港区

向自由贸易港区升级的空间载体。

与此同时，毗邻上海的浙江，一

面积极紧盯着借力上海自贸区的“溢

出效应”，一面为获批自贸区而努力。

在上海自贸区获批之前，浙江省内的

宁波、舟山两地就已经提出过申请。

2013年 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这是

党的十八大提出海洋强国战略以后，

我国首个颁布的以海洋经济为主题

的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规划》释放

了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在条件成

熟时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园区，推动贸

易投资便利化”，将舟山群岛新区建

设成为我国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

而厦门对设立自贸区的设想更

是由来已久。地理位置特殊的厦门设

想的自贸区将对台交流作为主要方

向。

据报道，厦门自由贸易园区建设

总体方案是：以厦门建设东南国际航

运中心为目标，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综合配套改革为契机，以海沧保税港

区为试点建设厦门对台自由贸易园

区。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从武汉

发改委获悉，正在打造中国中部金融

中心的武汉正加快推进自贸区的各

项申报工作。武汉市正以阳逻、沌口、

东西湖园区整合的“一区三园”，申建

武汉江北综合保税区，这将成为内陆

地区规模最大的综合保税区。

自贸区热仍将延续

毫无疑问，“自贸区”成为 2013
年中国最热门的词汇之一。随着各地

积极申报自贸区，全国自贸区的集体

起航，2014年自贸区将继续延续火热
态势。

那么，在这场争夺自贸区的竞逐

赛中，到底谁会摘得“自贸第二支”？

业内分析人士认为，自贸区试点扩围

只是时间问题，但谁将成为下一个自

贸区，悬念犹存。

不过，在专家看来，多地竞逐的

背后，将会对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带来重要的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谈儒勇认为，

自贸区方案接连上马，反映了中国经

济结构转型的努力在不断进行。自贸

区的设立改变了过去政府主导的经

济转型发展模式，放弃了过去单靠产

业振兴计划等政策红利来扶持经济

的做法。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

长宋清华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上海自贸区重要一条是

加快金融改革开放，这为武汉提供了

借鉴。武汉应根据《武汉金融改革创

新总体方案》的要求，加快武汉区域

金融中心建设的力度和步伐，为湖北

构建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提供金

融支撑，将武汉建成中部地区的金融

中心。

GDP：7.5%，消费增幅 13%—14%

本报记者 张龙

1. 11家 IPO获批公司拟融资超 200亿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证券日报》1月 2日消息，2013年最后两日，证监会
向 11家过会企业发放了新股发行批文。在获批的 11家企业
中，拟在主板上市的是纽威股份和陕西煤业，拟在中小板上市

的是新宝股份、众信旅游和良信电器，拟在创业板上市的是武

生物、楚天科技、全通教育、奥赛康、炬华科技和天保重装。

2. 绿城售楼“女王”去年卖出 3.99亿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每日经济新闻》1月 2日消息，绿城集团旗下山东
济南全运村项目一置业顾问 2013 年全年卖楼销售额达 3.99
亿元，成为绿城集团 2013年度当仁不让的“销冠”，获税后奖金
500万元。2013年初，同为绿城济南全运村的另一名置业顾问
年度销售额高达 6.95亿元，同样获得税后 500万元的奖励。

3. 宁波副市长批污染企业赚断子绝孙钱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新民网 1月 1日消息，近日，在宁波石化经济技术开
发区有机废气整治工作会议上，该市一名女副市长批评了一些

企业家只知道赚钱，不知道社会责任的做法。她举例说，最近一

家化工企业由于污染被当地环保局查处，居然还托人说情要求

不要停工。她表示，这样的污染企业是在赚“断子绝孙的钱”。

4. 丰田 CEO称日系车可能在华再遭抵制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网易财经 1月 2日消息，丰田 CEO丰田章男日前表
示，中国和日本之间关于钓鱼岛主权问题再起波澜，日本车企

在全球最大汽车市场或将再度面临 2012年遭到消费者抵制的
局面。其认为，车企“不太可能”置身事外，完全免于政治因素影

响，不过将“力求将冲击削减至最低程度”。

5. 三大乙肝疫苗巨头未通过新版 GMP认证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网易财经 2013年 12月 31日消息，深圳康泰、大连
汉信和天坛生物公司旗下的乙肝疫苗目前均未通过新版 GMP
认证。新版 GMP是《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英文缩写，这意
味着在未获得认证之前，上述 3家公司旗下的乙肝疫苗企业自
2014年 1月 1日起不得继续生产该产品。

6．乳制品涨价太快超市来不及换价签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华商报》1月 1日消息，“最近是一周一涨，几乎所
有的乳制品都在涨。”西安邮电北巷一家超市的李女士称。李女

士认为，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不仅仅是奶荒，最主要的还是炒

作。而附近另一家超市的导购员苏女士则称，最近乳制品不断

涨价，该超市一直都用临时的价格标签，要不换来换去太麻烦。

7. 71家百亿房企销售额平均增长 38%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网易财经 1月 2日消息，2013年万科实现销售金额
1776亿元，成为销售冠军。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销售情况有一个
大幅提升，根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百
亿房企军团扩大到 71家，较 2012年增加 18家，所有百亿房企
的销售额平均增长幅度达到了 38%。

8.露华浓宣布将撤离中国并裁员千人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北京商报》2013年 1月 2日消息，早早布局却不愿“屈
尊”适应中国市场的露华浓终于无奈撤离。美国当地时间 2013年 12
月 31日，化妆品巨头露华浓宣布，作为其重构方案的一部分，将撤
离中国并裁员千人，此举将为公司每年节省 1100万美元。而截至目
前，进入中国 37年的露华浓，在华业务占其年度营收仅 2%。

9. 万向竞购美国电动车制造商菲斯科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网易财经 1月 2日消息，已破产的汽车制造商 Fisker
Automotive本来在几天后就将出售给香港富豪李泽楷，然而，在
Fisker债权人的要求下，美国破产法庭废除了这项将要达成的
交易，并举行公开拍卖。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企业———万向

集团下属的万向美国公司则打算参与竞购。

10. 陈光标称将赴美洽谈收购《纽约时报》

关注指数：★★★传播指数：★★★

事件：近日，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

标自曝有意收购美国《纽约时报》。陈光标称，1月 5日他将赴
美与《纽约时报》高层进行为期半个月左右的洽谈。中国企业家

陈光标有意收购《纽约时报》的消息传出后，《纽约时报》的一名

女发言人去年 12月 30日称，该公司“不会对谣言置评”。

中国企业一周新闻榜
（2013.12.31—2014.1.6）

策划：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委会
中国企业研究院

制榜人：任腾飞

今年，仍将是中国经济继续调整

的一年。

渣打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

家王志浩表示，今年 GDP增长率有可
能是 7.5%。

中金公司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今

年的 GDP年度增长目标在 7.5%左右。
巧合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4年
《经济蓝皮书》也指出，今年中国经济

增长将是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的新阶

段，预计 2014 年全年 GDP 将增长
7.5%。

一位不愿具名的央企内部研究人

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设定 7.5%
的目标，有为了提振企业预期和信心

的因素，也是为了激发内生增长动

力，也有对就业问题的考虑。今年最

大的问题在于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

的控制。

三驾马车侧重消费

有分析称，2014年，“三驾马车”
总体格局将是：投资略下，出口略升，

消费上升。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2013年 10
月 21 日的经济形势报告中也称，中
国 GDP每增长 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
大约 100万人就业。人社部和有关方
面表示，要保证新增就业 1000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在 4豫左右，需要
7.2豫的经济增长。
李克强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到

了今天，不转型我们难以为继”。

经济学家鲁政委称，今年投资缺

乏有效支撑。在目前的固定资产投资

中，占比最大的三项是基础设施投

资、房地产投资和制造业投资。而从

目前来看，这三项投资明年都缺乏能

够维持现状的有效支撑。明年出口难

享复苏。出口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影

响：一是量，即给定中国出口占全球

份额不变，海外经济复苏会使中国自

然分享出口增长的好处；二是价，即

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若中国的出

口产品价格比竞争对手高，即便其他

经济体需求增加，中国也难以 1颐1的
分享到出口增长的好处。

但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传

来消息，去年短期出口信用保险承保

金额突破 30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出口实际处
于增长阶段。

渣打银行也称，2014年中国经济
增长中消费和出口是积极拉动因素。

有报告称，中国今年将体现为投资增

速放缓，消费增速加快。

亨通集团董事长崔根良认为，中

国的消费市场已经从生存型向改善型

转变，现在逐步开始向享受型转变。

商务部官员称，2014年中国消费
增速预计在 13%到 14%之间，信息消
费有望成为最大亮点。

民资有望扮演
更为重要“角色”

中国国际商会副会长张伟告诉

记者，民营企业有望迎来一个黄金

发展期，三中全会首次强调，公有制

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市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基础，两者并列，实际上是

强调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

公平竞争。进一步提升了非公经济

的地位，对民营经济明显利好。

“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关系国民

经济命脉，重要自然资源等特殊行业

不能放开外，其他行业只要满足市场

条件，民营经济都可以有序的进入、

有序的发展，最终实现国有经济和非

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形成国民经济的

两个重要支撑。因此，未来 10年，民
营企业很有可能进入到一个大发展

的时期。”张伟在 2013中国国际商会
年会上称。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多个文

件均表示要放宽民间投资准入、打破

国企垄断，释放民企活力。

经济学家保育钧认为，目前国家

在制度上已给予民企平等，市场也全

面放开，民营企业就得掂量自己有几

斤几两，要创新，要实行联合重组，才

能有实力和机会进得去垄断性行业

和新的行业，参与新一轮的竞争。

城镇化带来机遇

从目前来看，随着新型城镇化概

念的提出，城市间和城市内部轨道交

通、节能环保、供气供水和智慧城市

等方面的投资空间明显加大。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孟凤朝表示：“我看过一个资料，有关

部门统计，到 2020年城镇化基础设
施建设所需资金是约 40万亿。这个
数字足以说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

动力，对公司来说是个大利好。”

崔根良也表示：“新型城镇化建

设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利好，第一需

要电，第二信息先行，光纤到户，这是

很大的需求市场。”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徐建认为：新型城镇化对推动企

业的发展肯定是有利的，公司有一大

批的设计院和施工企业，已经介入到

城镇化项目当中。

早在 2013 年两会期间，有十多
个部委副部长参与城镇化提案办理

协商会议，明确新型城镇化要进行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行政区划体制改

革、人口政策改革等多项重大改革，

关于新型城镇化的面目开始清晰。

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并未专

门提出城镇化问题，但在去年召开的

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要走城镇化道路，

出台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落实

和完善区域发展规划和政策，增强欠

发达地区发展能力。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提出，2014
年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城

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抓紧修改完善国家

新型城镇化规划，争取尽快发布实施。

分析指出，2014年，“三驾马车”总体格局将是：

投资略下，出口略升，消费上升。 CNS供图

各方展望 2014年经济发展，最大风险在于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

（详见第十四版）

全国企业文化示范基地已达 34家
现代联合集团新晋获评，尹援平、马云出席现场会并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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