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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沧州市在承接京津产业疏解中，目
前不仅承接项目数量最多，而且北京现代、生
物医药等一批“大块头”已正式投产，北京大
红门等数千商户纷纷迁入，加速形成多个产值
千亿元级的新产业集群。

引进一个项目形成一个产业集群

记者近日在投资达 120 亿元的北京现代沧
州工厂看到，一辆新车51秒就能组装下线。这
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以来已落地的最大
体量项目，去年10月竣工量产，41个汽车零配
件企业随之而来。厂长韩桂升说，这既能突破
北京现代产能瓶颈，又能带动沧州产业发展。
据介绍，到2020年将形成产值超千亿元的汽车
产业集群。

位于渤海新区的北京生物医药园，是沧州
承接的又一个千亿元级产业集群。目前，已有
95 家药企签约，其中 27 家开工建设、8 家竣工
投产。渤海新区协同办副主任臧灏说，上下游
企业在园区内聚成循环产业链，比“单打独
斗”更具竞争力。据核算，已入驻投产的北京
药企比在北京分散经营成本降低1/3以上。

沧州高铁站旁的明珠商贸城内人头攒动，
来自北京的近千家服装经销商户已扎下根并开
始赢利，还有8000多家商户正陆续入驻。不远
处，总投资 500 亿元、能容纳近万家企业的服

饰小镇已破土动工，目前已签约北京服饰生产
加工企业 986 家，达成意向 2100 家。一个产值
千亿元的家纺产业集群正在迅速崛起。

“沧州承接项目不是‘捡到篮子里就是
菜’，而是引进一个项目、形成一个产业集
群。”沧州市委书记杨慧说，引进的项目无论体
量大小，必须符合沧州产业结构布局，并且

“来得了、接得住、过得好”，实现疏解和承接
双赢。目前沧州与京津合作项目1085个，总投
资 3510亿元；与 36家央企合作项目 118个，总
投资3644亿元。

需“硬平台”也需“软服务”

沧州位于京津一小时交通圈，拥有能源大
港黄骅港，具备良好产业基础。“承接京津产业
转移，沧州有着一些天然优势和平台，”沧州市
长梅世彤说，但仅靠这些形成高品质的产业集
群还不够，必须在提升“软服务”上下硬功夫。

北京现代从开工到量产用时 18 个月，这种
高效率保持至今，其背后是不断加大“放管服”改
革力度。据介绍，仅今年以来，市本级就自行取消
和下放行政权力359项，其中企业登记审批事项
由226项减少为37项，减幅达84％。上半年，全市
新增市场主体近4万家，增长25％。

“一个政策、一个流程、一名办事员的一言
一行，就可能促成一个项目，也可能逼走一家

企业。”沧州协同办副主任兰丕禄说，全市努力
打造办事程序最简化、办事态度最热情、办事
理念最先进、办事成本最低廉、办事方式最快
捷、办事成效最显著的政策洼地和投资热土。
为切实给医药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沧州专门
引进70名理念新、懂专业的招商人才，使沟通
更顺畅。

政府和企业的良性互动不可或缺。沧州与
北京政府层面多次对接，企业间也频频洽谈，
拿出十足诚意。如明珠商贸城不仅给北京商户
优厚条件，同时配建公寓和小学等。两年来，
明珠商贸城负责人于桂亭自己接待从北京来考
察的商户超过3万人次。“不仅要让‘闺女’嫁
过来，还要让‘闺女’嫁得好。”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加快推进，一些
深层次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沧州市今年以来围
绕重点领域、重点环节实施了 227 项改革，制定
了《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方案》《深
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等39个文件，同时
对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追责问责107人。

（据新华社石家庄9月17日电 记者孙杰
张洪河 高博）

“虚拟货币”炒作是个真实的坑
本报记者 王俊岭

一批千亿级产业集群在沧州加速形成

近年来，比特币、以太币、莱特币为代表的
“虚拟货币”在一些互联网平台上进行集中交易。这
些“货币”的价格不仅经常在短期内暴涨暴跌，其
在金融科技的帮助下渐渐向投资、融资等金融领域
扩散，引发了各界对于相关风险的广泛关注。不久
前，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防范代
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对相关行为做出了明确规
范。专家指出，“虚拟货币”并非货币当局发行的法
定货币，其本质上是一种特定的虚拟商品。因此，
认为“虚拟货币”具有或将会具有法定货币属性并
借此开展投机炒作、网络集资、借贷融资等行为，
无疑具有很大的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

不具有货币属性

七部委联合发布的 《公告》 明确指出，代币发
行融资中使用的代币或“虚拟货币”不由货币当局
发行，不具有法偿性与强制性等货币属性，不具有
与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也不应作为货币在市
场上流通使用。与此同时，《公告》还指出，违规发
售、流通，向投资者筹集比特币、以太币等所谓

“虚拟货币”，本质上是一种未经批准的非法公开融
资行为，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非法发行证券以

及非法集资、金融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
信达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嘉禾表示，真正的

货币或者有货币属性的东西，其价值的保障来自于
两个方面：一是强大的国家政权保障与背书，二是
普遍的民众使用性与难以替代性。因此，虚拟货币
显然不是真正的货币。

在德国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默罕默德·埃
尔·埃 里 安 看 来 ， 比 特 币 今 年 以 来 累 计 上 涨 约
300%，其目前的市场定价是基于比特币未来将被
大量采用这一假设，但事实上各国政府并不会允
许这种情况发生。

警惕炒作的风险

在监管部门明确态度之后，尽管比特币中国、
火币网等“虚拟货币”运营商陆续对交易平台采取
了限制措施，但“虚拟货币”炒作风险却依然值得
高度警惕。

对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在 《关于防范比特
币等所谓“虚拟货币”风险的提示》 中也表示，比
特币等所谓“虚拟货币”缺乏明确的价值基础，且
日益成为洗钱、贩毒、走私、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
活动的工具。投资者通过“虚拟货币”交易平台参
与投机炒作，面临价格大幅波动风险、安全性风
险、平台技术风险等，需要投资者自行承担。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金煜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监管对金融而言是十分重
要的。相比于传统的金融产品与金融活动，“虚拟货
币”目前并没有一个客观的价值参照，基于“虚拟
货币”进行的金融活动更是长期游离于监管体系之
外，因此相关金融活动容易陷入“预期定价”“情绪

定价”等问题。在此背景下，“虚拟货币”不仅可能
让灰色交易甚至黑色交易藏身其中，还很有可能引
发各类风险，“挤出”真正的金融创新，从而不利于
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

理性对待新事物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所研究员李虹含看
来，“虚拟货币”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中国缺乏多层次、多品类的投资品市场，从而使
众多投资者选择了“虚拟货币”这样的投机性产
品。因此，中国还应抓紧构建符合时代背景的电子
货币体系和虚拟货币，同时完善投资品市场以及对
于新型金融科技体系的监管，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前
提下利用好金融科技，使之可以更好地服务于实体
经济。

“实际上，‘虚拟货币’往往对应的算法十分复
杂。从网络技术创新的角度，‘虚拟货币’确实有一
定的创新价值存在，我们并不应该将这种新生事物
全盘否定。但是，‘虚拟货币’的开发者、运营者等
相关主体也有义务向社会公众普及这些算法本身的
创新型和价值，确保市场需求源自消费者对‘虚拟
货币’创新价值的真实理解，而不是出于投机炒作
的冲动，最终陷入泡沫破灭的深坑。”金煜表示。

金煜进一步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
家，金融体系还有待进一步成熟。面对互联网金融
与金融科技的飞速发展，有关部门需要在鼓励创新
的同时扎实做好风险防控工作。金煜建议，应该在
现有基础上建设专门针对“虚拟货币”这类创新的
监管措施甚至机构，以便更好地规范这一虚拟商品
的发展，使其在市场上的交易真正基于使用价值。

第 72 届弗拉芒国际贸易博览会 9 月 16 日
在比利时东法兰德斯省首府根特市开幕。中国
河北省作为主宾省为本届博览会增添了浓重的
中国色彩。本届博览会将持续至 24 日。主办
方为河北提供了 1000 平方米展览面积，分为
形象展区、主宾街区、旅游展区、文化展区、
出口商品展区以及洽谈区等6个展区。图为参
观者选购中国河北展厅的茶具。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河北成为弗拉芒国际贸易博览会主宾省河北成为弗拉芒国际贸易博览会主宾省

今年以来，广西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
定期在县城举行周末芦笙踩堂、斗马和农耕
生活团圆宴等活动，以“周末文化”拉动

“周末经济”，带旺了旅游市场。图为演员为
游人表演苗族风情歌舞。

龙 涛摄 （人民视觉）

9月17日是第五个“北京湿地日”，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举办
了“加强湿地保护修复，提升绿色空间质量”的主题宣传活动。列
入首批市级湿地名录的玉渊潭湿地举办了揭牌仪式。同时纳入首
批市级湿地名录之中的还有野鸭湖、密云水库等34块湿地。图为
玉渊潭公园工作人员为参加活动的学生贴上“湿地保护从我做
起”的贴纸。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绿色湿地 “红线”保护

秋收时节，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村民把丰收的农作物拿
出来晾晒，成为乡村一道风景。图为竹山县麻家渡镇龙兴村
的小学生在晾晒的玉米上玩耍。 章 磊摄 （人民视觉）

秋收时节，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村民把丰收的农作物拿
出来晾晒，成为乡村一道风景。图为竹山县麻家渡镇龙兴村
的小学生在晾晒的玉米上玩耍。 章 磊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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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文化”带旺
苗 乡 旅 游 市 场

据新华社北京9月 17日电 （记
者郭宇靖）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 （新三板） 披露数据，今年以
来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成交累计达
1634.77 亿元，其中做市转让的股票
成交为639.67亿元。

截至 9 月 15 日，新三板总市值
达 50683.06 亿 元 ， 挂 牌 公 司 11578

家。9 月 11 日至 15 日，新三板新增
34 家挂牌公司，成交金额 36.29 亿
元，较上周增长3.98%。

截至9月15日，挂牌公司总股本
达到 6771.06 亿股，其中无限售股本
为 3270.33 亿股。挂牌公司今年累计
发行股票金额890.83亿元，共有1934
家公司完成了股票发行融资。

新三板今年累计成交超1600亿元

据新华社长沙9月17日电（记者史卫燕） 记
者从湖南省国资委获悉，为进一步推动磁浮交通
技术创新和工程化产业化，湖南磁浮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发起人会议在长沙召开，包括中国铁路通
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和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在内的6家企业共议打
造世界一流的磁浮等新型轨道交通综合服务商。

湖南磁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0 亿
元，由湖南省管大型企业湖南基础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牵头组建，共有6家发起人，除上述3家
央企外，还包括湖南省交通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和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家发起人在技术创新、控制系统、建筑施工、
设备制造、运营管理、筹融资等方面各有优势，并且
有完全掌握磁浮交通核心关键技术的国防科大磁
浮技术研发团队的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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