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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主办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上海市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院渊B冤第 0234号

本报讯 8 月 30 日上午袁由
湖南中昆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的野上海中昆总部经济园院上海有
色金属交易中心 渊郴州项目冤冶举
行了项目破土动工及奠基仪式遥
上午 9:18 奠基仪式正式开启袁上
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
鹏尧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会长
张敏祥尧 上海有色金属行业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刘秋丽尧 上海有
色金属交易中心总经理吉真辉和
郴州市委尧市政府等领导尧嘉宾出
席了本次盛大的奠基仪式活动遥

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渊原
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园区冤是经国

家科技部和湖南省政府批准设
立袁是郴州高新技术产业的集聚
地和研发中心袁与郴州出口加工
区并列一体袁实行野一套机构尧两
块牌子冶的管理模式遥

野上海中昆总部经济园冶作为
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综合配
套项目袁是集办公尧展示尧研发尧贸
易尧财务结算尧金融服务尧培训尧休
闲娱乐尧购物旅游尧酒店会议为一
体的低密度尧智能化尧生态型总部
集群花园遥 按开发顺序和功能定
位划分袁野上海中昆总部经济园冶
又细分为启动区尧企业总部园尧创
新经济园和创享生活园遥

据悉袁 项目规划总用地约
2500 亩袁其中水体面积 650 亩袁
公园面积 850 亩袁规划道路面积
200 亩袁建筑净用地 1300 亩袁总
建筑面积约 120 万平方米遥

本项目将依托上海知名高
校的品牌优势和当地政府的各
项优惠政策袁通过调整规划和土
地用地性质袁规划建设高端低密
度独幢办公研发楼袁有色金属交
易大厦袁酒店和酒店式公寓遥 政
府带头入驻园区袁上海有色金属
交易中心和配套的仓储物流中
心入户启动区袁将大大推动当地
有色金属企业进驻园区遥

“上海中昆总部经济园：上海有色金属交易中心（郴州项目）”奠基典礼盛大举行

近日袁上海期货交易所
组织了 40 余家期货公司及
其风险管理服务子公司的
业务骨干袁前往其中的洋山
保税港区进行调研袁该港区
也是我国的大型铜存储地
之一遥

国内最大的有色金属
贸易商要要要迈科金属国际
集团袁 一直期待试验区获
批后袁 在洋山保税港区建
设国内首个 LME 交割库遥
迈科集团总裁何金碧说 院
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金属
消费国袁 随着大宗商品供
应过剩袁 很多资源会选择
运往 试 验 区 内 的 LME 仓
库遥 当国内供应不足时袁可
以就近进货袁降低国内企业
的交易成本遥 冶

新湖期货董事长马文
胜院 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将有
利于全球性大宗商品的流
转袁实现贸易金融化袁并促进
期货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发
挥遥野在如今资本项目比较开
放的情况下袁 物流将越来越
开放袁 金融贸易的规模也将
随之扩大袁 会增加企业利用
期货市场对冲风险的需要冶遥

同济大学上海期货研究
院副教授刘春彦院 上海自贸

区将为未来境外投资者参与
国内期货市场时会遇到的交
割问题提供解决出口袁 从而
将促进我国期货市场的对外
开放遥 而随着境外投资者的
参与袁 我国期货市场将产出
更有国际影响力的价格遥

尚存争议
然而袁 自贸区改革的两

大关键领域要要要税收政策和
人民币外汇管理袁 目前在业
内仍存在较大的争议遥

上海上报的政策建议中
有一条提出袁 要参照国际上
一些地区实行税收优惠的做
法袁 对区内企业按照优惠税
率征收所得税袁 形成更具国
际竞争力的税收政策曰 对区
内融资租赁企业或项目子公
司满足条件的融资租赁出口
货物袁实行出口退税政策遥

据上述进出口行业专
家透露袁 上海希望能够争
取到 15%的税率袁 在上海
自由贸易区内袁 对符合条
件的企业按 15%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遥 这个税收
优惠政策与前海的税收优
惠政策相当遥

不过袁他坦言袁落实可
能还面临一些困难袁最大的
争议来自财政部和上海的

竞争城市遥
另外袁在上海自贸区试

点内容中袁资本项下的放开
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遥自由贸
易区方案中建议袁企业法人
可在自贸区完成人民币自
由兑换袁适时探索人民币国
际化遥

在此框架下袁资本市场
与此政策相关的预期还包
括袁 自贸区内外汇实现无
限额管理袁先行推动境内资
本的境外投资和境外融资遥
比如袁自贸区内的企业可以
去香港发债尧可借香港的人
民币贷款袁 企业还将能直
接以投资为目的自由地兑
换人民币袁 而不需要外管
局严格审批遥

但是袁 监管部门目前对
资本项下是否放开态度仍然
谨慎遥即使获批袁如何细化和
落地也需进一步琢磨遥

事实上袁 业内专家不乏
有对资本项下的开放存有担
忧者遥

对此袁 上海市综保区负
责政策落实的那位官员认
为袁一个可能的尝试是袁率先
探索资本项下开放实验以及
放宽对区内企业对外投资用
汇额度的管理遥渊来源院SMM冤

7 月份袁全国十种有色
金属产量同比增长 9.8%袁增
速同比加快 5.7 个百分点遥
其中袁 电解铝产量增长
7.9%袁 加快 1 个百分点曰铜
产量增长 11.5%袁铅产量增
长 3.2%袁锌产量增长 22.5%遥

1-7 月袁 全国十种有
色金属产量 2287 万吨袁同
比增长 10.3%袁 增速同比
加快 3.6 个百分点遥 电解
铝产量 1249 万吨袁 增长
8.5%袁减缓 1.4 个百分点曰
铜产量增长 12.4%袁 加快
3.2 个百分点曰铅产量增长
10.9%袁 加快 2 个百分点曰
锌产量增长 10.9%袁 去年
同期为下降 6.6%遥 氧化铝
产量增长 10.1%袁减缓 0.2

个百分点遥
主要有色金属价格

有所回落遥 7 月份袁上海
期货交易所铜尧 电解铝尧
铅尧锌当月期货平均价分
别为 49982 元/吨尧14453
元/吨 尧13773 元/吨 和
14479 元/吨袁分别比上月
下降 6.1%尧1.8%尧0.9%和
0.4% 袁 同 比 下 降 9.8% 尧
7.2%尧7.2%和 0.7%遥

上半年袁有色金属行
业实现利润 773.1 亿元袁
同比下降 12.5%遥其中袁有
色 金 属 矿 采 选 业 利 润
302.1 亿元袁 下降 9%曰有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利润 471 亿元袁 下降
14.5%遥 渊来源院发改委冤

上海自贸区获批后金属行业反应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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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8 月 29 日袁 全国工
商联在京召开 2013 中国民营企
业 500 强发布会遥会上袁全国工商
联副主席黄荣揭晓了 2013 中国
民营企业 500 强尧2013 中国民营
企业制造业 500 强和 2013 中国
民营企业服务业 100 强名单袁其
中有 38 家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企业上榜民营企业 500 强
名单袁比去年增加了十家企业遥中
国工商联经济部部长谭林在会上

发布了 2013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调研分析报告遥
通过对 2012 年度全国工商联上
规模民营企业调研获取的数据进
行分析袁2012 年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呈现以下特点院 一是整体
规模稳步提升袁但增速放缓曰二是
纳税总额和员工人数持续增长曰
三是企业盈利能力呈现下降趋
势曰四是制造业仍占主体袁转型升
级初见成效遥 渊下转第 4 版冤

38 家有色企业上榜今年中国民企 500 强

更 名 公 告
为推进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合作袁 上海有色金属工业技术监

测中心自 2013 年 9 月 1 日起袁更名为上海有色金属工业技术监测中心有
限公司遥

特此告示

上海有色金属工业技术监测中心有限公司
2013年 9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