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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建兩岸金融中心
「軟件」 突破很重要
除了進一步引進台灣金融機構，廈門如

何在兩岸金融政策上進一步突破，勢必影響
「兩岸金融中心」的成效。

記者在採訪中，業者、專家一致認為，
關鍵要在 「軟環境」上進一步突破。

台灣富邦金控在廈門的多次布局，可謂
近年來兩岸金融合作先行先試的一個縮影。
其不僅通過子公司香港富邦參股廈門銀行，
旗下富邦財險也已在廈門正式開業。

「這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美好的未來。」
對於 「兩岸金融中心」，富邦財險總經理莊
子明表示，就是突破現有的法律法規，根據
自身特點，放開來做一些事， 「廈門何時試
點兩岸清算平台，我很期待。」

莊子明認為，如果在台灣可以開人民幣
賬戶，在廈門可以開新台幣賬戶，就可以避
免這樣的匯率風險，這樣 「兩岸金融中心」
就很有競爭力。

「與硬件相比，關鍵還是在軟件配套要
跟上。」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副
所長唐永紅同樣表示，兩岸應盡快建立貨幣
清算機制，這可以在廈門先行先試。

唐永紅表示，沒有直接的、及時的貨幣
兌換與清算，就必然面臨第三方貨幣匯率波
動的經濟風險甚至經濟損失；另一方面，還
因兩岸貨幣無法直接且及時兌換與清算而面
臨較大的不便利性與較高的交易成本。

「只有保證廈門對台金融政策開放優先
於EC－FA金融服務業早收計劃，廈門金融
中心才能邁出實質性的堅實步伐。」唐永紅
表示，廈門如果試辦對台離岸金融業務，讓
銀行享受稅收優惠，相信對加強跟台灣銀行
業合作有很重要作用。

唐永紅認為，廈門可以建成不受當局管
制的離岸金融市場，降低台資金融機構的准
入門檻，配以金融活動自由化的特殊政策，
促成貨幣兌換自由、資金流動自由、資金經
營自由等。

文/李 珊

廈門與台灣一水相隔與金門近在咫尺，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
海峽兩岸往來日益頻繁。

2010年6月，國務院同意廈門建立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先
行試驗一些金融領域重大改革措施。2011年12月，《廈門市深化
兩岸交流合作綜合配套改革試驗總體方案》賦予廈門兩岸區域性金
融服務中心多項先行先試政策。 文／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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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火如荼 金融中心建設再提速
為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決策

部署，去年以來，廈門市先後制定出台了
鼓勵金融業發展的《若干意見》及其實施
細則等多項政策和措施，全力推動金融招
商引資、培育金融要素市場、促進金融產
業與人才集聚，為加快兩岸金融中心建設
營造良好政策環境。

目標已定，催人奮進。今年以來，兩
岸金融中心建設再提速。目前，兩岸金融
中心開發建設和招商引資工作勢頭正足。
截至 7 月底，兩岸金融中心已落戶項目 72
個，正在辦理落戶的項目 27 個，在談項目
252 個，總投資額預計超過350 億元，兩岸
金融中心的集聚效應日趨凸顯。

開發建設方面， 「兩岸金融中心」在
建總部大樓37棟，已竣工19棟，廈門金融
中心大廈、建發國際大廈、廈門國貿金融
中心、台商總部大廈、思明金融大廈動工
建設，片區徵地拆遷工作進展順利，多個
地塊已相繼掛牌出讓。截至7月底，兩岸金
融中心累計完成徵地 740.5 畝，拆遷 160 萬
平方米，掛牌出讓土地17.15萬平方米。

作為大陸唯一冠以 「兩岸」的區域金
融中心，廈門兩岸金融中心形成的強大
「虹吸效應」使得兩岸金融機構紛紛來此
「趕潮」。

今年以來，金融機構進駐速度開始加
快。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與廈門市政府簽
訂合作備忘錄，擬在廈設立 「海峽金融資
產交易所」；中國民生銀行總行在廈門兩
岸金融中心設立了總行級的茶葉金融交易
中心，建信金圓股權投資基金管理公司、
廈門軟件信息產業投資有限公司、京道聯
萃創業投資基金、賽富創業投資基金等一
批基金公司相繼成立，廈門國際信託與台
灣永豐投信合資設立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
司也已上報中國證監會。

同時，兩岸金融合作機制創新也在廈
門試點。今年4月，台北富邦銀行與廈門銀
行正式簽署了人民幣清算結算協議，並在
廈門銀行開立人民幣同業往來賬戶，實現
了閩台銀行間人民幣同業往來賬戶開設零
的突破。人民銀行廈門市中心支行表示，
廈門市正在推動建立兩岸 「人民幣結算代
理行清算群」，推動廈台銀行業多種結算
模式並行。

廈台金融交流也在今年更加密切。今
年台交會期間，廈港台三地金融業界在台
交會上簽署了交流合作促進平台合作備忘
錄。今年6月份，廈門大學舉辦的首屆兩岸
金融合作海西論壇和市政府主辦的第二屆
「海峽金融論壇」，都為廈台金融交流合

作建立更多平台。

爭取政策突破
金融立法為金融中心 「護航」

金融業是廈門市推進對台先行先試的
重要平台。不久前，省委常委、市委書記
于偉國專程率隊赴北京拜會了國家有關部
委領導，就全面實施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
案，深化落實更多先行先試政策等展開深
入交流，取得國家相關部委的支持。相關
部委明確提出要支持廈門加快兩岸金融中
心建設，積極創造條件，推動廈門在兩岸
金融合作中率先試驗一些重大金融改革。

如今，石油交易中心、航運交易所、
茶葉交易中心、文化藝術品交易中心、金
融資產交易所等要素市場建設正在加快推
進；個人稅收遞延型養老保險、外資在線
健康保險等綜合配套改革項目有望落戶廈
門。廈門市相關各方正在落實綜配方案賦
予廈門的多項先行先試金融政策措施，爭
取政策早日落地。

目前，廈門市已開始着手金融立法，
為兩岸金融中心建設營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兩岸金融中心建設啟動至今，帶動了兩
岸經濟和金融的融合，帶動了島內片區開
發建設和繁榮，也帶動了廈門市金融業自
身的發展，已經成為廈門市推動科學發展
新跨越的重要着力點。

思明：
建海西最大的金融綜合體
在1—8月財政總收入率先全省突破100

億元後，思明區沸騰中又傳捷報——福建
省規模最大、檔次最高、總投資達 25 億元
、總建築面積 43 萬平方米的大型金融綜合
體項目 「海西金谷廣場」9月3日正式開工
建設，由此掀開了思明區百億 「高、新、
特」項目的建設大潮。與此同時，總投資
超 165 億元的 20 個金融、商務、酒店和民
生大項目也在思明區拉開建設大幕。

思明區委書記游文昌表示，根據市委
、市政府的總體部署，思明區按照 「高點
站位、打造精品，高端對接、先行先試，
高效運作、快速推進」要求，不斷完善金
融商務軟硬件和各項配套， 「海西金谷」
效應日顯。此次海西金谷廣場順利動建，
標誌着兩岸金融中心建設邁向了一個新的
里程。

超165億元投向五大產業項目。作為全
省唯一的第三產業比重超過80%的區（縣）
，思明區現代服務業集聚效應日顯。在百
億 「高、新、特」開工項目中，以金融、
商貿、五星級酒店、高端寫字樓、商務運
營中心等為主，其中還出現了不少 「巨無
霸」項目，廈門國際中心和海西金谷廣場
的總投資分別達30億元和25億元。

總部金融類項目中，海西金谷廣場佔
地面積超過6萬平方米，將用五年時間建起
一個金融貿易集中區，打造成為海西規模
最大的金融要素交易平台和財富管理中心
。總投資達 30 億元的廈門國際中心則集甲
級辦公樓、五星級酒店、集中式商業於一
體，是在建的海西第一高樓，將成為鷺江
道上的一個新地標。此外，同樣位於鷺江
道上的世僑中心，將成為以高端商務辦公
、金融辦公為主的城市新熱點，這裡與國
際銀行大廈、財富中心、裕景中心等高端
寫字樓一起，使鷺江道成為 「廈門外灘」
。矗立於觀音山地帶的台商總部大廈將成
為台灣商品重要展示中心，進一步促進兩
岸商貿交流。信義大廈、創冠國際中心、
民生銀行大廈等一幢幢超高層寫字樓也將
拔地而起，為思明區再添靚麗的 「金色」
風景線。

思明區歷來是高星級酒店雲集的區域
。在這次開工的商貿酒店類項目中，一批
商貿酒店也將提升思明區的旅遊服務配套
品質。位於會展北片區領事館區南側的廈
門吉祥酒店建成後，將為思明區再添一家
五星級酒店，進一步推動環島路旅遊經濟
發展；蓮興路北側的磐基中心二期主要建
設高端商業及酒店配套，將建成海西最頂
級奢侈品聚集中心。

在城市綜合體類項目中，原松柏長途
汽車站將開建特運運營中心，屆時將建成
以商務辦公為主，結合客運票務大廳、調
度中心及其他生產配套場所。位於蓮前西
路與雲頂中路交叉口的BRT農科所樞紐站
綜合樓、禹洲‧雲頂國際項目，除了建設
BRT 快速公交樞紐場站，還將建起大型綜
合商場及高端住宅樓，建成後對於提升和
繁榮東部商圈，連接島內外交通具有重要
意義。

昆侖石化福建廠區、冠音泰科技……
一個個先進製造業類項目將成為思明區工
業增長的 「發動機」。其中，昆侖石化福
建廠區將建設成中國南方最大的工業潤滑
油製造基地，預計 2013 年底投產，設計產
能達11萬噸／年。

一個個改善民生、提升城市品質的基
礎項目也將動工興建。思明區校舍安全加
固工程共涉及25所中小學校，29棟校舍，
力求全面改善中小學校舍安全狀況。廈門
站改擴建工程─主站房改擴建工程，通過
對梧村火車站改擴建，預計年發送量將達
1250 萬人次，緩解火車站片區日益擁堵的
交通狀況。

逾200億投資建成「海西金谷」
與金門一水之隔，廈門東部海岸綿延

的海岸線上，一個區域經濟發展的高地正
在形成，這就是兩岸金融中

心思明片區。
目前兩岸金融中心

思明片區已引進和在談
金融項目106個，總投
資達 213.4 億元，吸引
了北京金融資產交易

所等一批金融要素交易平台入駐，廈門
「曼哈頓」呼之欲出。

兩岸金融中心思明片區總佔地面積8.6
平方公里，以金融大道為主線，觀音山國
際商務營運中心、金融監管區和國際會展
中心為節點，兩岸金融中心思明片區形成
「一帶多節點」的格局。

會展北金融核心區初具規模。四幢超
高層金融寫字樓建設加快，建發國際大廈
和廈門金融中心大廈去年已順利封頂，加
上周邊中航紫金廣場、國際會議中心、香
山遊艇、海峽國際社區等項目依託，一個
現代化的金融核心區已經顯現。

觀音山金融拓展區建設步伐加快。現
有的觀音山國際商務營運中心作為金融中
心建設重點，調整建設和招商思路，將8萬
平方米現成土地，集中作為金融中心建設
用地，在觀音山總部區形成 「總部服務金
融、金融促進總部」相得益彰格局。目前
，佔地面積 1.6 萬平方米，建築面積達 9.2
萬平方米的 3 幢金融總部大廈，預計將於
2013 年底投入使用。此外，佔地13 萬平方
米的開元工業園、短短一年基本完成拆遷
任務，規劃設計也在順利推進，力爭使兩
岸金融服務中心思明片區盡快連片成面，
形成集聚效應。

海西經濟發展中的新地標靚麗展現
─海西金谷廣場將以打造財富管理中心
和金融要素市場為重點，目標直指海西最
具影響力的現代高端金融產業集聚區。

思明區以金融要素市場和財富管理中
心為建設重點，打造全海西設計品位、規
劃配套、招商規格最高端的金融綜合體。
目前，海西金谷廣場正在進行場地平整工
作，預計整個工程5年內將全部建成並交付
使用。

立足海西最大的財富管理中心和金融
要素市場的功能定位，兩個佔地 1000 平方
米以上的金融交易大廳還將設立在海西金
谷廣場，為資產、股權運作提供交易平台
。同時， 「海西金谷廣場」也將打造包括
名車展示、意大利高端傢具、古玩字畫等
在內的 「新概念」奢侈品集聚地，服務區
域內的高端消費群體。金領聚集，財富匯
集，這裡，必將掀起海西新一輪的資金流
通浪潮。

思明區表示，兩岸金融中心思明片區
將力爭到 2016 年基本實現 「功能齊備、特
色鮮明、配套完善的金融集聚區、試驗區
、示範區」的總體規劃目標，努力把片區
建成台資金融機構搶先登陸的 「橋頭堡」
和集散地，將兩岸金融中心打造成海西最
具影響力的現代高端金融產業集聚的 「海
西金谷」。

財富在這裡湧動，資本在這裡匯聚。
展望未來，兩岸金融中心將立足廈門，輻
射海西，服務兩岸的目標定位，從完善金
融商務軟、硬件環境和相關配套服務設施
入手，努力把兩岸區域性金融服務中心建
設成為網絡體系發達，功能配套完備，兩
岸特色鮮明的金融集聚區、試驗區和示範
區，成為兩岸兩岸經貿往來的快行道，海
西金融產業的聚集地，廈漳泉同城化的制
高點；成為繼香港之後亞洲第二條充滿魅
力的金融海岸風景線。

閩電大廈效果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