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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南沙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玉衡先锋”轮，日前从南沙汽车码头鸣笛起锚。

这艘迄今全国内贸航线最大的汽车滚装船成功首航，标志着南沙汽车进出海

大通道在业务规模和集疏运能力上再上新台阶。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广州南沙新区片区首届法治圆桌论坛 29日举行，南沙区

法学会会员代表，港澳学者、内地学者、香港律师代表等参加了论坛，就法

治视野下的自贸区建设开展对话研讨。 

 

 在南沙汽车码头，120辆“韩国双龙”小轿车从“Dresden”轮缓缓卸下，标

志着“韩国平泽港——广州港”国际滚装班轮航线成功开通。这是继中东航

线之后，南沙汽车码头开通的又一条国际滚装运输航线，也是首条亚洲国际

航线。 

 

 南沙国际物流园区启动新仓库的设计招标，拟投资 3.5 亿元，兴建一座仓储

面积不少于 6万平方米的保税仓库。据称南沙保税港区的仓储缺口达 30万～

50万平方米，而现有仓储总面积仅为 36.7 万平方米。 

 

 7 月 6 日，由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公司制造的大型深水综合勘察船“海洋

石油 701”号交船仪式在公司南沙龙穴厂区举行。据了解，该船装载了世界

领先的全球动力定位系统及多种深水作业装备，将成为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进军 3000 米深海作业区的一大“利器”。 

 

 

产业政策 

 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将成为广东融资租赁行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并打造

融资租赁资产交易平台。近日，广东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融资租赁

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对广东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融资租赁公司设立、变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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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备案制管理，由各自贸片区管理机构负责办理。对融资租赁公司设立子公

司，不设最低注册资本限制。 

 

产业动态 

 南沙检验检疫局与中山大学共建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优

势，密切合作关系，进一步推动广东自贸区的改革创新工作。6月 29日，中

山大学副校长、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李善民与南沙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领导

共同为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揭牌。这标志着中山大学与南沙局常态化

的合作研究工作拉开序幕。 

 

 第十一届中国零售商大会暨展会于 7 月 6 日至 8 日在江苏昆山隆重召开，来

自广东南沙自贸区的广东风信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荣获大会评选的

“2015-2016 中国零售业十佳成长型标杆企业”特别创新奖，成为首家入选

“十佳”企业并且是唯一来自自贸区的跨境电商代表企业。 

 

 

 近日，区内 2 家出口食品企业上线认监委“同线同标同质”(以下简称“三

同”)信息服务平台。据了解，这意味着南沙消费者在自家门口就能买到产自

南沙，与供应国外市场品质相同的优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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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观 

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在天津签署 3 大项目 涉投资额 210 亿 

文章来源：南方网 

 

 从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天津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

2016年新领军者年会(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 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

招商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在天津期间，南沙招商工作组举办招商活动 53场次，

签署 3个重大项目涉及投资额 210亿元。 

 

据悉，本次达沃斯论坛期间，南沙在津开展项目招商活动 53 场次，涵盖航

运物流服务业、高端商务和商贸服务业、科技智慧产业、高端装备及技术产业、

健康休闲产业等五大主导产业。签署了 3 个重大项目，涉及投资额约 210 亿元。

与此同时，一批功能性项目明确落户南沙，南沙还与一批大学、医药集团、电子、

金融、航天科技和物流等 17家公司和机构达成了逾 20项合作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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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下午，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在天津成功召开“自贸区建设与融资租

赁发展座谈会”，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自根、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管

委会副主任张忠东、中国租赁联盟召集人杨海田以及渤海租赁、民生金融租赁等

国内 10 家重点融资租赁企业代表出席了本次座谈会，共同围绕自贸区与融资租

赁发展这一主题进行了交流,，加强了区域间沟通，增强了发展合力。 

 

 

 

 

南沙新区片区达沃斯论坛取得重大成果 

 文章来源：国际在线 

    6 月 29 日，从广东自贸区南沙新区片区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天津举办的世

界经济论坛 2016 年新领军者年会(第十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广东自贸区南

沙新区片区招商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广州市委常委、南沙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南

沙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丁红都率南沙招商工作组赶赴天津，参加了主题为“第四次

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的本届夏季达沃斯年会。 

据悉，本次达沃斯论坛期间，南沙在津开展项目招商活动 53 场次，涵盖航

运物流服务业、高端商务和商贸服务业、科技智慧产业、高端装备及技术产业、

健康休闲产业等五大主导产业。签署了 3 个重大项目，涉及投资额约 210 亿元。

与此同时，一批功能性项目明确落户南沙，南沙还与一批大学、医药集团、电子、

金融、航天科技和物流等 17家公司和机构达成了逾 20项合作意向。27 日下午，

广州南沙开发区管委会在天津成功召开“自贸区建设与融资租赁发展座谈会”，

南沙开发区管委会李自根副主任、天津自贸区东疆保税港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忠东、

中国租赁联盟召集人杨海田以及渤海租赁、民生金融租赁等国内 10 家重点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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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企业代表出席了本次座谈会，共同围绕自贸区与融资租赁发展这一主题进行

了交流, 加强了区域间沟通，增强了发展合力。 

 

  在国家新区和自贸试验区双重优势叠加吸引下，南沙所蕴含的巨大商机已成

为国内外投资者关注的焦点，形成了企业迅速集聚的态势。2013 年南沙新设企

业 1332家，2014年新设企业 1807家，2015 新设企业 7589家，同比增长 3.2倍，

其中新批外商投资企业 221家，同比增长 2.75 倍，实现合同利用外资 27.9亿美

元，同比增长 64.7%。2015年新增企业注册资本达 964.8亿元，新落户项目平均

注册资本 1394 万元，位列全市第一，其中包括 18 个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

16 个央企在穗投资项目，1000 多家航运物流和航运服务企业，108 家融资租赁

企业、533 家金融和类金融机构，超过 50家各类总部、709家跨境电商及一批保

税贸易、移动互联网等新业态企业。今年上半年，全球规模最大的散货运输船队

中远海运散货运输有限公司、中铁隧道全国总部、广汽电商生态圈等项目相继落

户南沙，项目投资额超千亿。目前，众多的世界 500强企业、大型央企、省市属

国企、港澳财团、知名民营企业等投资者纷至沓来，积极谋求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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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亮相金交会，省长朱小丹岛南沙自贸区展区调研 

 文章来源：广州南沙开发区金融工作局 

 

    6月 24日，第五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简称“金交会”）

在广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B区正式开幕。 

 

第五届金交会南沙自贸试验区展位 

 

    启动仪式后，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广州市市委书记任学锋、广州市市长温国

辉、广州市常务副市长欧阳卫民的陪同下巡馆，专门到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片区

展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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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长朱小丹在南沙自贸试验区展区调研 

 

    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董可向朱小丹一行汇报了南沙金融支持服务实体

经济相关情况，重点介绍了南沙融资租赁和航运金融发展现状。朱小丹充分肯定

南沙金融聚集效应，在了解到“南沙成立自贸试验区后金融机构数量是之前十倍

且已基本运营”时，朱小丹笑着称“好”，并仔细询问南沙融资租赁企业落地情

况和业务规模。 朱小丹强调，南沙融资租赁行业发展要和当地产业密切结合，

为支持实体经济做出贡献。 

 

南沙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董可向省长朱小丹一行介绍南沙融资租赁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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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小丹在现场调研时指出，南沙金融发展要抓住重点，尤其是航运金融和融

资租赁，这些特色产业要重点扶持，尽快形成特色。 

 

 

南沙开发区金融工作局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签约 

 

    据了解，本届金交会以“金融稳健 服务创新”为主题，以“大力发展国际

金融、产业金融、科技金融、农村金融和民生金融”为指导，通过“展示、交流、

合作、交易、招商”五大平台打造集金融成果展示、金融改革宣讲、金融知识普

及、金融学术交流、金融产业对接、金融产品推销、金融设备展销、金融人才招

聘和金融招商会“九会合一”的中国金融展会和论坛品牌，实现“让世界在这里

感悟中国金融”的愿景。  

 

 
展会工作人员为客商讲解展板 



南沙观察

10 
 

第五届金交会走访之南沙——金融改革稳步推进        

支持实体成效显著 

 

来源：凤凰广州 

第五届中国(广州)国际金融交易博览会将于今年 6 月 24 日盛大举行。在金

交会开幕前夕，金交会组委会组织广东主流媒体前往江门、佛山、汕头、前海、

横琴、南沙等地采访调研创新金融有关情况。 

以下为南沙金融改革创新工作情况： 

自贸区挂牌以来，南沙金融业步入了快速发展新阶段。在自贸区金融创新政

策利好吸引下，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及金融中介服务企业纷纷落户

南沙。截止至 2016 年 4 月底，南沙注册登记的金融业企业 1121 家，港资银行、

金融租赁、消费金融、公募基金、航运交易所等各类金融机构集聚，形成传统金

融机构和新兴金融机构共同发展的多元化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至2016年3月底，区内银行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787.71亿元，同比增长19.9%；

本外币贷款余额 696.27 亿元，同比增长 30.2%；截止至 2016年 3月底，共办理

27 笔人民币跨境贷款备案，备案金额 61.99 亿元；为 5 家跨国集团办理双向人

民币资金池备案，累计结算金额 31.99亿元；意愿结汇金额累计为 7323.76 万美

元。 

自贸区挂牌一年以来，南沙金融机构开拓进取，勇于创新，在跨境金融服务、

融资租赁、航运金融等多个领域开展金融创新，并推出了多项服务实体经济的金

融创新业务，形成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南沙金融改革创新亮点众多。在融资租赁业方面，目前已落户 128 家融资租

赁企业，注册资金约 450亿元，新增合同金额近 300亿元，企业数量和业务规模

超过全市一半。2015 年 9 月，南沙渤海一号租赁有限公司操作的首架以 SPV 模

http://auto.ifeng.com/news/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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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引进的空客 A320 飞机交付使用，实现了广州飞机租赁零突破；2016 年 1月 28

日，天合国际租赁完成两架波音 737-800飞机资产包跨境交易，实现广州首单从

境外租赁结构变为境内租赁结构的飞机租赁业务创新。2015 年 12 月至今,越秀

租赁公司已成功发行 3 笔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共 24 亿元，开创广东自贸区租

赁企业利用债务融资工具的先河，成为国内为数不多成功利用银行间债券市场开

展融资业务的租赁企业。 

其次，金融创新稳步推进，支持实体成效显著。围绕支持区内实体经济发展,

区内金融机构紧跟自贸区总体方案要求,在深化外汇管理改革、扩大人民币跨境

使用、发展区内特色产业以及加强粤港澳区域金融合作等方面推出多项创新举措，

有力支持了区内实体经济发展。一是落实简政放权，简化投资流程。国家外汇管

理局下放权限至商业银行办理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业务已在全区商业银行推广，简

化了外商投资企业直接投资项下外汇登记业务办理流程，大大提高业务处理时效；

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意愿结汇已向全国推广，区内意愿结汇金额累计 7323.76

万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可根据自身资金安排需要，以及对汇率市场的判断，在不

需要提供用款背景材料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结汇时点提前将资本金进行结汇，从

而做到主动规避汇率风险，合理安排外汇资金留存；除此之外，结合商事登记改

革，自贸区联合金融监管部门及区内金融机构推出多项便利企业办理注册登记的

创新服务。2015年 9月 23日开始，企业及投资者可在 6家银行所有南沙网点递

交企业商事登记资料，从而极大简化了企业投资者办理注册登记手续。同时，为

推进商事登记粤港联动，创兴银行、中国银行等银行香港地区分支机构开设香港

网点窗口通道，可为有意愿在南沙设立企业的海外投资者代理商事登记手续。另

外，南沙自贸区与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携手合作，开展“账户 e 路通”业务，

试点开展银行基本账户开户许可与企业设立登记业务联办，建立地方政府与金融

监管机构组织协调和信息共享机制，企业只需跑一次银行便可直接领取银行账户

开户许可证，大大提高了企业账户开立效率。此次合作也为下一步合作构建“跨

部门、跨地域、跨行业”的市场监管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诚信档案制度和黑名单制度等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是新区（自贸区）建设

与人民币国际化结合，区内企业受惠多。南沙已全面推广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

业务。截止至 2016年 3月，已为 5家跨境集团企业办理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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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结算金额 35.24 亿元，大幅降低企业集团内部资金管理成本；用好跨境人民

币贷款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去年 7月出台的新区跨境人民币贷款新政，有

效拓宽了区内企业的融资渠道，让区内企业比较境内境外资金利率成本，选择适

合企业的融资方式，截止至 2016年 3月，已办理跨境人民币贷款备案 27笔，累

计备案金额 61.99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 27 亿元。三是配套区内特色产业，商业

银行推出多项创新产品业务。在融资租赁方面，浦发银行推出跨境融资租赁保理

（银租宝）产品。业务采用联合承租和售后回租的方式，联合承租人南沙自贸区

某国有企业及其下属企业与租赁公司签订售后回租协议，将现有资产出售给租赁

公司，再将该资产租回使用。租赁公司利用自身充足的外债额度优势，向浦发银

行离岸部转让应收租金，借入离岸低成本资金向企业支付资产对价。联合承租人

通过售后回租的方式获得融资并继续使用资产开展生产经营。在跨境电商方面，

中国银行推出跨境电子商务综合服务方案。该综合服务面向电商平台企业、支付

机构、物流配送公司等具有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需求的主体，涵盖跨境电商进口、

出口及服务贸易等不同业务场景，为跨境电商交易提供“全球化”的线上支付、

跨境清算、支付汇兑、现金管理等金融服务，并借助中国银行广泛的海外渠道网

络，为跨境电商搭建全球贸易撮合支持服务。在跨境资产转让方面，农业银行办

理了南沙首笔贸易融资项下跨境资产转让业务，向香港地区及境外银行出售人民

币贸易项下信贷资产累计 20 亿元。该项创新业务不仅调节了银行的信贷规模和

流动性，还引入境外较低成本人民币资金，有效降低了区内企业的融资成本。四

是落实外汇管理改革，促进投融资便利化。南沙已推广委托银行直接投资外汇登

记业务；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意愿结汇业务试点经验已向全国推广，意愿结

汇金额累计 7323.76 万美元。完成了南沙自贸区首笔贸易融资项下跨境资产转让

业务，有效促进境内外联动，引入境外较低成本人民币资金，降低区内企业的融

资成本。4 月 15 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全口径跨境

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的通知》当天，我区企业就获得了商业银行的审核批准，

办理了首笔 100万美元的外债融资放款，该政策解决了在自贸区注册的中资企业

举借外债问题，对入区企业融通境内外本外币资金，大幅降低融资成本起到重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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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大力发展航运金融，着力打造航运金融中心。自贸区挂牌至今，广州

航运交易所累计完成船舶交易艘数 681艘，交易额 24.14亿元。“珠江航运运价

指数”已正式发布，该指数可直观地对珠江航运业进行监测和预警，分析发展趋

势和规避经营风险，评价衡量珠江航运业的总体发展现状等功能，将成为航运发

展的“晴雨表”和“报警器”。借助这一指数，广州将以南沙港为龙头，进一步

强化在珠江航运市场的话语权，打造航运“广州价格”。配合国际航运中心、物

流中心、贸易中心的建设，南沙区正积极引导各种社会资本参与投资航运业，南

沙航运产业基金已成立，以此促进航运金融，港航产业与船舶工业发展。 

第四，积极落实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为国内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

区内金融机构推出多个特色金融服务平台。中国银行的南沙全球金融服务基地、

平安银行的“南方保理、离岸金融、跨境结算三中心”、浦发银行离岸业务创新

中心、工商银行跨境电商创新支付平台等“走出去”、“引进来”及重点产业金

融服务平台。同时，围绕企业“走出去”业务需求，区内金融机构运用资产管理、

跨境并购、财富管理、衍生品等金融创新工具，探索推出在资产负债管理、投融

资工具、套期保值等多个方面的创新金融服务，有效降低“走出去”企业经营效

益的波动，提升企业跨境资金使用的风险管理水平。自贸区推出的全国首个“跨

境资产代客衍生品综合交易”业务，通过为企业提供“利率互换+期权组合+差额

清算业务”衍生工具综合服务, 为“走出去”企业境外融资提供头寸管理，满足

企业差异化的套期保值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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