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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企業總數年內有望躍榜首上市企業總數年內有望躍榜首

北京發力北京發力
逐鹿金融中心逐鹿金融中心

儘管上海、廣州、深圳等
沿海大城市都在暗自發力爭奪
金融中心的地位，但數據顯示
，全國金融資源近年來正加速
向北京聚集。北京市金融工作
局黨組書記霍學文今日告訴大
公報記者，預計年內北京上市
公司數量將首次稱冠內地。他
說，從全國範圍看，北京金融
生態環境優勢獨一無二，3.5
萬億的存貸款差額可以為金融
創新提供巨額資金支持。

【本報記
者李理北京十
七日電】

A股目前超過100家上市公司的省市有7個，組成
第一梯隊板塊，分別為浙江（229 家）、江蘇（220 家
）、北京（205家）、上海（192家）、深圳（177家）
、廣東（174 家）、山東（145 家）。但排名榜隨時有

變化，證監會 4 月 19 日發布的擬 IPO 企業名單，便預
示了各省市實力的此消彼長。該名單中江蘇以90家企
業排隊上市居首，北京以86家排隊上市企業位於次席。

北京的強項，是在高新板塊方面。中關村 A 股上
市公司總數達到131家，創業板的 「中關村板塊」已經
形成。今年一季度，北京是創業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
數量增長最快的地區。在全部A股新上市公司的11家
公司中，除了1家在主板上市外，中小板和創業板的上
市企業各有5家。而今年排隊上市企業中，擬在創業板
上市的達62家，佔比72.1%。

霍學文分析說，在上市企業數量方面，北京和第
一名的差距不到20家。他認為北京今年內將穩奪全國
第一。因為北京已有過會待上市企業 10 家，另有 157
家企業已進入輔導備案程序。

北京金融發展環境好
霍學文指出，近年北京金融增加值和金融機構數

量不斷增加，說明首都金融發展的生態環境日趨向好
。 「法人金融機構數量每年增加20至30家。三分之二
是新增，三分之一是遷移。」數據顯示，一季度北京
金融業實現增加值 549.2 億元，同比增長 11.7%，佔地
區生產總值的比重為 14.6%，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
23.4%。在京法人金融機構超過600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市數量上，北京民營企業正
逐漸縮小與國企之間的距離。按控股股東性質劃分，
北京現有國企和民企上市公司數量分別為 111 家和 90
家，另有外地國資企業3家。

軟硬件條件獨一無二
霍學文認為，北京發展金融業擁有多重優勢：第

一，逾3.5萬億的存貸款差額為金融創新帶來龐大的資
金支持。第二，從公開的金融政策和綜合金融服務角
度分析，北京具有獨一無二的軟件和硬件。他以北京
金融街辦公成本舉例說，金融從業人士僅在金融街內
就找到各種所需要的資源。第三，金融機構結構不斷
完善。除了國家有組織的證券類交易所外，其他金融
機構和要素市場一應俱全。第四，金融功能區和地方
政府對金融業的支持力度不斷增大。據他透露，麗澤
金融商務區三分之一已名花有主，中央商務區（CBD
）擴展更趕不上金融機構的需求。

政策優勢他市難比擬
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副研究員李學

鋒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稱，金融業猶如汽車發動機
一般，對拉動區域經濟增長和轉型的功能不容小覷，
蓬勃發展的金融業不僅為城市帶來專業人才，更可拉
動相關高端服務產業的發展。

「桃李無言，下自成蹊」。李學鋒指出，北京政
治中心地位決定其金融業擁有無法比擬的政策優勢，
這亦是北京聚集上市企業總部的根本原因。與此同時
，他還注意到，北京中關村等地聚集了很多科技型及
文化創意產業公司， 「這些都是具備在中小板上市潛
力的公司，一旦成功上市後，可以對促進北京經濟結
構轉型做出巨大貢獻。」

▲北京市金融工作局黨組書
記霍學文 本報記者李理攝

【本報記者劉巧雄長沙十七日電】 「2012
年世界華商領袖峰會」今天上午在長沙舉行。出
席會議的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接受本報記
者採訪時指出，隨着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的正式啟動，香港應該爭取發揮作為內地與東盟
企業合作平台的作用，以 「獨立關稅區」名義加
入 「10+1」的經貿合作中。

他認為，香港若被納入 「10+1」經貿合作
，可發揮其作為區域金融貿易和物流樞紐的作用
。理由如下：

首先，香港正好擁有位處東北亞和東南亞結
合點的樞紐優勢，在加強東盟、東亞的地區合作
中可發揮其地理優越性。

其次，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法律制度以及
營商模式等方面與國際接軌，有利於作為我國內
地與東盟國家之間相互投資交往的橋樑。

再次，香港擁有完善的金融貿易及專業服務
平台，香港企業在內地亦有網絡資金人才經驗等
優勢，可為東盟企業走進內地發掘更多投資和商
貿機會，讓東盟和東亞地區更加受惠於龐大的中
國市場。

蔡冠深說，在東亞經濟新形勢發展的機遇下
，全球華商應該更好地發揮本身與祖國的密切關
係和強大的商業網絡優勢，再配合雄厚資金、先
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為內地企業 「走出去」提供
更多更好的協助，開拓更遼闊的商機。

【本報訊】據中新社 17 日電，中國人民銀行和浙
江省政府已於今年 3 月 30 日聯合批准在浙江麗水市進
行農村金融改革試點，麗水成為中國首個經央行批准的
農村金融改革試點地區。浙江麗水今日召開農村金融改
革試點動員大會，農村金融改革試點正式起動。

根據《麗水市農村金融改革試點總體方案》，此次
試點將重點探索創新農村金融體系、完善農村金融基礎
設施、加強金融產品及服務創新、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
境等內容。

該總體方案明確，此次農村金改將推動中國農業銀
行和中國郵政儲蓄銀行在麗水市開展支農金融服務創新
，引導現有各金融機構拓展涉農業務範圍、加大支農力
度；加快發展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
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或組織。

同時，積極引導社會資本和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
，鼓勵有條件的地方以縣（市、區）為單位建立社區銀
行、融資租賃公司、典當行等適合麗水區域經濟發展需
求的各類中小型金融機構和組織。

方案鼓勵金融機構創新綜合運用信貸、證券、保險
、信託和擔保等金融資源，提升直接融資所佔比重，推
薦優質規模化農業經營實體到中小企業板和創業板上市
融資。提升農業經營實體直接融資比重，支持優質涉農
企業發行短期融資券等非金融企業債務融資工具，並探
索開展農村小額人身保險和小額貸款信用保證保險試

點。
針對縣域農村金融服務中介缺位的實際，央行將在

試點區域創新構建多層次的所有權、用益物權、擔保物
權的評估、交易、處置平台，進一步拓寬農村融資抵押
物範圍，並推進多元化的農村融資擔保體系建設，鼓勵
有條件的地方設立涉農擔保基金或涉農擔保公司，並積
極搭建政銀農合作平台。

方案還明確將在試點地區穩步開展社區居民、中小
企業信用等級評價工作，構建 「農戶、居民、企業」三
位一體的信用信息數據庫，全面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社會
信用體系建設。

同時，扶持和培育農村金融需求主體，積極改善民
間投資外部環境，加強金融債權司法保護，引導民間借
貸規範發展，維護良好的金融運行秩序。

為何選中麗水市
浙江麗水並不是唯一實行農村金融改革的城市，甚

至不是第一個實行農村金融改革的城市，為什麼央行會
將試點放在麗水？

原因在於自 2003 年農村金融改革開始以來，麗水
農村金改在林權抵押貸款、農村信用體系建設、銀行卡
助農取款服務等金融支農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並形成 「麗
水模式」，走在浙江全省乃至全國前列。中國人民銀行
麗水市中心支行行長孔祖根感慨頗深：經過艱苦探索，

麗水已初步建立了一套低成本、廣覆蓋、可持續、風險
可控、適度競爭的現代農村金融體系。

孔祖根表示， 「試點正式啟動後，爭取到 『十二五
』期末，我們將努力建成中國農村金融改革的先行區、
金融創新的示範區、金融發展的繁榮區、金融生態的優
質區和金融運行的安全區，更好的承擔起為中國農村金
融服務探索出一條新路子和新模式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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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麗水試點農村金融改革
【本報記者張靖唯北京十七日電】針對少數民族

語言文字被漢族同化的說法，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
主任丹珠昂奔在回答大公報記者提問時表示， 「我們
要批評兩種極端思想，一是學普通話就說搞同化，一
是說民族語言就說是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這都是錯
誤的理解。」他說，不應把國家通用語言文字與少數
民族語言文字對立起來。

今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 「中國少數民族文化
發展與成就情況」發布會上，本報提及如何處理國家
通用文字語言與少數民族語言文字之間的關係？如何
看待少數民族被漢族同化的說法？丹珠昂奔以兩條相
關憲法內容作答：一是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本民族
語言文字的自由，二是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
「對這兩句話應該科學地、辯證地、統一地去認識，

而不是把它們對立起來。」
丹珠昂奔舉例說，比如 「我」這個詞兒，上海人

叫 「阿拉」，北京話是 「我」，在他的老家青海，把
「我」叫 「諾（音）」。一些大家經常說的話，如果

用青海方言講，誰也聽不懂，但用普通話大家都能聽
得懂。

他說，少數民族語言是同樣的道理，各個民族都
有民族語言，在民族地區要為民族群眾服務，就需要
用民族語言。但是在全國，在整個國家的層面，在其
他地區要做工作，就需要普通話。

民委：普通話與民族語不對立

【本報記者唐竟淳、劉巧雄、實習記者伍均哲十
七日電】 「2012 世界華商領袖峰會」今天在湖南長
沙舉行。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工商聯主席黃孟復，
全國人大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辜勝阻，中共湖南省
委副書記、省長徐守盛，湖南省政協主席胡彪等出席
了開幕式。

黃孟復在開幕式致辭中表示，中國的發展，離不
開世界華商朋友的支持。他說，華商應運用雄厚的資
金、先進的技術和遍布世界的商業網絡，為祖國經濟
的發展進一步做出貢獻。

湖南省長徐守盛表示，隨着國家 「中部崛起」和
兩型社會建設戰略的大力實施，湖南將全面啟動實施
100 項重大工程、規劃 1000 個重大項目、投資 10 萬
億元打造 「三個一」中大項目計劃。 「湖南將動員一

切力量、整合一切資源、開放一切領域，廣泛吸收內
外投資，全面擴大對外開放，推動經濟數額會又好又
快發展。」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香港世茂集團董事局主席許
榮茂在演講中指出，一系列重要的機遇和可喜的變化
在中部地區應運而生。如今，中部地區六個省市全部
躋身 「萬億元俱樂部」，以長沙、武漢、南昌為核心
的湘鄂贛正雄心勃勃地與 「珠三角」、 「長三角」試
比高，有望成為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第四極。

開幕式後，舉辦了 「創新與可持續發展——企業
經營之道」專題研討。中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莊學海，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向文波及香港有
關企業負責人就 「創新與可持續發展——企業經營之
道」專題進行了研究討論。

全球華商領袖聚湘覓商機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冠深在世界華商領
袖峰會論壇開幕式上致辭 新華社

▲為迎接第七屆中國中部投資貿易博覽會開幕，長沙橘子洲17日晚上演音樂激光焰火晚會 新華社

▲優化農村金融生態環境是金融改革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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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專注於上市公司高管
薪酬研究的尚道管理諮詢 17 日發布 「2011 年中國上
市公司高管薪酬排行榜」顯示，萬科董事、總裁郁亮
以年薪 1305 萬元人民幣位列所有上市公司總經理第
一位，中國平安首席執行官馬明哲以988.47萬元緊隨
其後，中集集團總裁麥伯良的薪酬為957.74萬元，位
列第三。

2011 年領取薪酬最少的為江泉實業總經理于孝
燕，薪酬總額僅為0.3萬元人民幣，但年報公布其在
股東單位領取薪酬，故具體數額不詳。而ST源發總
經理周藝平薪酬為 1.08 萬元，且並未在其他股東單
位領取薪酬，排在倒數第二。

而從地區分布來看，廣東省、北京市、新疆維吾
爾自治區三個地區的上市公司總經理薪酬排在前三，
三地總經理薪酬水平分別為人民幣94.35萬元、85.53
萬元、68.26萬元。

研究還顯示，2011 年中國國有上市公司總經理
薪酬高於非國有上市公司總經理薪酬。非國有上市公
司總經理薪酬排在前十位的為中國平安、深發展A、
廣發證券、太平洋、民生銀行、新華保險、美的電器
、國際實業、大富科技、比亞迪。而國有上市公司總
經理薪酬排在前十位的為萬科A、中集集團、長城開
發、招商銀行、中信銀行、格力電器、華遠地產、首
開股份、紫金礦業、華聞傳媒。

企業高管平均薪酬超60萬

萬科總裁膺打工皇帝

▲第七屆中國（瀋陽）汽車交易博覽會17日起在
瀋陽國際展覽中心舉行，展出汽車1200餘輛

新華社

▲北京金融街極具氣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