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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影城落户通州推动土地升值
首旅华业武夷新华联有望受益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大土地储备或者重大项目的上市房企将最先受
益。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发现，因控股股东首旅
集团参与环球影视城项目的开发， 首旅股份无
疑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华业地产在通州的土地
储备跟规划中的环球影城非常接近。 华业地产
曾 在 2011 年 竞 得 北 京 通 州 区 运 河 核 心 区
IV-05、08、09多功能用地， 其在通州运河核心
区共有51.52万平方米土地储备。 中国武夷子公
司北京武夷（实际控股70%）在通州武夷花园
南区持有600亩土地， 一旦环球影视城项目启
动，公司通州地块的资产增值效应将十分明显。
新华联则是注册地为通州的唯一地产上市公
司，近几年公司进军旅游地产，该公司也会在一
定程度上受益环球影城的落户。

筹备13年之久、 可比肩上海迪士尼的北京
环球影城公园，历经多年波折，终于揭开神秘面
纱。 作为北京的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北京环球影
城主题公园项目已正式获得了国家发改委的批
准，建设地点最终确定位于通州文化旅游区，规
划占地1.2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200亿元，预计
2019年建成营业。初步预测，环球主题公园开园
第一年就有望接待游客800万人次。
北京市通州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北京将规
划建设CBD东四环至环球影城的轨道交通。 此
外，项目所处的文化旅游区周边市政设施、交通
路网、环境绿化等配套设施将加快建设和完善。
业内人士表示， 该项目的建设将引发通州
地区土地价值进一步攀升， 直接利好当地房地
产市场，对当地旅游业、影视业的利好则将在项
目建成后逐步体现。

开业后旅游影视业迎红利

核心区投资200亿 中方持股三成
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与迪士尼主题公园、环
球嘉年华并称为现代世界三大娱乐品牌。 据悉，
今年9月25日， 从2001年起开始筹备的北京环
球影城公园项目终于正式获得了国家发改委审
批，落户通州文化旅游区。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及辅助设施位于北京市
通州区临近京哈高速和东六环路交会处西北
角，面积为1.2平方公里。 除了环球影城主题部
分的建设外，还将配套建设一个集零售、餐饮和
娱乐设施于一体的环球城市大道和迄今为止全
球首个以环球为主题的度假酒店， 形成度假区
核心组成部分。 度假区最终占地面积4平方公
里，后续开发也在规划研究当中。
中国证券报记者获悉， 项目总投资将达到
200亿元人民币，将由四家国有企业共同设立的
首寰投资和康卡斯特NBC环球公司旗下的环球
主题公园及度假区集团合资拥有。
北京企业信用信息网显示， 首寰投资成立
于2013年11月22日，注册资本33亿元，四家国
有股东包括北京通州现代化国际新城投资运营
有限公司、北京北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市

北京通州区一在建楼盘外景
文化投资发展集团中心和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首旅集团董事长段强兼任首寰投
资的董事。
美方环球公司负责人表示， 双方的投资比
例为：环球公司占比70%，首寰占比30%。 在日
本和新加坡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 环球公司都
没有控股。
对于投资额，段强透露，国务院批准的核心区
是1.2平方公里，这部分投资就要超过200亿元，后
期4平方公里的具体投资额还要进一步研究。

长期利好通州楼市
在房地产人士看来，环球影城落地的消息对
于通州整个区域将具有直接、长期的利好。 “多
年前就在说环球影城落户通州，从这几年通州土
地交易的价格来看，政府卖地、房企拿地，其实已
将该项目带来的区域土地溢价算进去了，带动了
房价的上涨，特别是梨园、台湖地块。 如今，项目
落定并即将进入动工建设阶段，将促使通州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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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价值持续攀升，利好当地楼市。 ” 北京房地
产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志表示。
5年前就在通州大量囤地的华业地产副总
裁陈云峰曾表示，世界级的主题公园带动文化、
旅游消费，会改变通州“睡城” 的面貌，人气旺
了，也就意味着对人口的吸引力增强，房地产需
求也就不断提升， 对楼市的正面影响是不言而
喻的。
而对于房地产有关键影响的基础设施、交
通网络的建设，也被政府提上日程。 北京市通州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环球影城项目确定落户后，
周边的市政设施、交通路网、环境绿化等配套设
施也将加快建设和完善， 尤其是环球影城区域
对接市区的轨道交通。 据悉，从东四环将有一条
新的轨道交通线路直抵通州的环球主题公园，
目前正待北京市规划委批复规划方案。“轨道交
通沿线的物业一般比其他区域的价格高10%以
上。 ” 中原地产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从资本市场角度上来看， 在此地区拥有较

旅游地产的发展在中国已发展了20多年，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统计， 目前成规模
的主题公园全国大概有2500家， 但大部分盈利
能力欠佳。 “随着人们收入水平提高，旅游消费
的能力越来越高，但需求也越来越高，国内的主
题公园无法完全满足， 环球影城这样的项目出
现， 将对中国的主题公园产生升级换代的促进
作用。 ” 戴斌说。
根据戴斌的预计， 环球主题公园将会参照
北京欢乐谷、上海迪士尼的票价，在2019年面
市之际， 预计票价在100美元 （600多元人民
币）左右。 根据旅游消费规律，1元钱主题公园
的收入可以带来7元钱的间接收益， 按2019接
待游客800万人次计算， 当年的旅游收入将达
到336亿元。
环球影城建成后，总部位于北京的中青旅、
中国国旅“近水楼台” ，或成为旅行社团客接待
的大赢家； 北京旅游有望因地理优势分享环球
影城带来的旅游红利。
此外， 环球影城集团公司还拥有全球最大
的电影、电视制片厂之一的环球影业，主题公园
落户北京也是其电影制作发行进入中国市场的
载体。 而国内的光线传媒、华谊兄弟、华策影视
等影视公司，有望与环球影城在影视剧拍摄、实
景娱乐等方面进行合作，从而分享红利。

目前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总投资约6千亿
年底出台农业水价综合改革试点方案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张明伦10月14日
在发改委“加快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新闻发
布会上透露，目前在建的重大水利工程总投资规
模约6千亿元， 政府投资将重点和优先支持引入
社会资本的项目。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介
绍，2014年中央预算内水利投资达到767亿元，
比去年增加50亿元，目前已全部下达。
值得关注的是，2013年全国水利投资总额为
4397亿元，目前在建重大水利工程投资规模就达
6千亿。 随着172项重大水利工程的陆续开工，预
计水利将在较长一段时间都保持较高的投资额，
水利相关工程及设备公司将迎来发展良机。

优先支持引入社会资本项目
张明伦介绍，今年5月国务院启动了172项重
大节水供水工程建设，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在

建工程， 另一部分是将要在今明两年和 “十三
五” 期间陆续开工建设的。 目前在建工程的总投
资规模在6千亿元左右。
张明伦表示， 将从四个渠道落实172项重大
水利工程所需投资：一是随着中央财政收入的增
长，增加的中央预算内投资将把重大水利工程作
为重点；二是积极优化中央预算内投资和中央水
利建设投资结构，加大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倾
斜力度；三是各级地方政府也将进一步重视重大
水利工程建设，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投
入力度， 增加用于重大水利工程建设的投入；四
是将进一步推进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放宽市场
准入，创新融资机制，鼓励和吸引社会投资参与
具有一定经济效益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
在鼓励社会投资参与方面， 张明伦表示，一
是鼓励社会资本以特许经营、参股控股等方式参
与具有一定收益的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和运营。 二
是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对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的有一定经营收益的重大水利工程，政
府投资要给予优先支持， 并根据项目的不同情
况，通过投资补助、资本金注入、贷款贴息等方式
引导和扶持。 三是通过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
渠道，探索利用工程供水发电等预期收益质押贷
款，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为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提供长期稳定、相对低成本的资金支
持。 四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确保项目合理的盈
利水平，增强吸引社会投资的能力。
李朴民强调，发改委下一步将以加快重点领
域建设和促进重点区域投资为抓手，着力优化中
央预算内投资安排方式，重点和优先支持引入社
会资本的项目。

出台水价综合改革方案
水价改革方面，高俊才介绍，发改委正会同水
利部、财政部等相关部门，今年底将制定出农业水
价综合改革试点方案，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推出新一轮水价改革政策措施。 目前，一些地方已
一提一补”
经有了好的经验。 如河北衡水采取了“
的办法，既促进了节水，又不增加农民负担，还有
一些地方实行了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
同时，172项水利工程把重大农业节水工程
放在了第一位。 高俊才表示，下一步将大力推广
高效节水技术。 “十二五” 规划新增高效节水灌
溉面积5000万亩，到去年底已经达到7000万亩。
估计到“十二五” 末，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将超过1
亿亩，完成规划目标的2倍。
在加快重大水利项目前期工作方面， 李朴
民介绍，今年以来，已批复或上报国务院审批了
河南出山店水库、陕西引汉济渭、新疆阿尔塔什
水利枢纽、 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等13个工程的
项目建议书或可研报告。 另外，辽宁猴山水库、
湖南莽山水库、 福建平潭及闽江口水资源配置
工程等47项重大工程， 目前正在委托咨询机构
开展评估。

云南多项措施扶持旅游业发展
□本报记者 李香才
云南近日发布《云南省大旅游产业建设方案
（2014-2020年）（征求意见稿）》、《滇西北城镇
群规划（2014-2030）（公示稿）》，提出把云南
建成国内一流、 国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和中国面
向西南开放的区域性国际旅游集散地， 并将滇西
北建成联动川藏的国际知名旅游休闲型城镇群。
业内人士指出， 扶持政策的出台有望对云南当地
的旅游上市公司云南旅游、丽江旅游形成利好。

利好政策频出台
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近日发布《云南省大
旅游产业建设方案（2014-2020年）（征求意见
稿）》，方案提出，到2020年，云南大旅游产业将
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1万亿元， 增加值突破4000

亿元，占全省GDP的13%，并同步把云南建成国
内一流、国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和中国面向西南
开放的区域性国际旅游集散地。
根据方案，昆明主城区将进一步建设为国际
著名观光度假胜地、商务会展基地和中国面向东
南亚、南亚的国内外旅游集散中心及旅游生产性
服务业集聚地。 同时，推进“
昆玉红” 旅游文化产
业经济带、沿边开发开放旅游经济带、金沙江百
里长湖风情旅游带建设；做强滇中大昆明国际文
化旅游区， 做精滇西北香格里拉生态文化旅游
区，做特滇西边境风情文化旅游区，做优滇西南
澜沧江—湄公河贝叶文化旅游区，做深滇东南喀
斯特山水文化旅游区，做大滇东北红土高原文化
旅游区。 此外，还将培育4条国际旅游经济走廊和
5条国内旅游经济走廊。
方案提出，云南将逐年加大省级财政对大旅游

产业发展的投入力度， 集中不少于60%的专项资
金，通过直接补助、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方式用于
项目建设等。 对国家规定鼓励类旅游、文化、健康服
务项目为主营业务的，且当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总
收入70%的企业，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此外，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日前也发布
《滇 西 北 城 镇 群 规 划 （2014-2030）（公 示
稿）》， 提出到2030年将滇西北建成联动川藏的
国际知名旅游休闲型城镇群。

利好旅游龙头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扶持政策的落实，云南
旅游业发展有望提速，本地旅游上市公司云南旅
游、丽江旅游等有望受益。
云南旅游2013年实施重组，收购世博旅游集
团持有的云南世博出租、云南旅游汽车、云南世

博花园酒店、 云南旅游酒店管理公司100%的股
权。 根据规划，未来公司将形成景区、配套交通和
酒店运营三大主营板块。 此外，公司拥有出租车
牌照1000张左右，在当地国企出租车公司中位列
第一，未来仍将重点发展该业务，维持相对竞争
优势。 华泰证券认为，目前来看，公司的地产业务
将对盈利增长提供支撑，而景区业务盈利模式的
升级将打开公司的成长空间。
《滇西北城镇群规划 （2014-2030）（公示
稿）》提出，旅游产业布局方面，将围绕丽江、香格
里拉，拓展历史文化名城、民族文化、高原湖泊旅
游，加快旅游业与相关产业的融合发展。 值得注意
的是，今年2月，丽江旅游完成增发，募集资金将投
入香格里拉香巴拉月光城、 茶马古道奔子栏精品
酒店及玉龙雪山游客综合服务中心三个项目，三
项目建成将有力提升公司区域整合资源的能力。

携手民生银行 特斯拉400个充电桩布局小区金融
□本报记者 张朝晖
10月14日，美国纯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汽
车（TESLA MOTORS）与民生银行共同签署
《中国民生银行·特斯拉战略合作协议》，民生银
行将与特斯拉共同在全国20个城市的民生银行
自有营业厅及小区金融门店建立至少400个目的
地充电桩。
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就此结成合作伙伴关

系。 特斯拉将再次扩大中国区充电网络的覆盖
范围，推动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 而民生银行
则通过创新科技与小区金融的结合，满足客户
全方面的生活需求，提供专业便捷的贴心金融
服务。 同时，在民生银行即将启动的小区金融
客户嘉年华活动中，客户还将有机会试驾特斯
拉，体验创新变革为生活带来的神奇改变。 相
关人士透露，双方未来还将探讨在金融服务领
域进行更深层次的合作，实现多层次领域上的

优势互补。
民生银行董事长洪崎表示，民生银行小区金
融是民生银行改革创新的成果，与特斯拉颠覆汽
车界的创新之举相同， 皆为客户呈献出一个新
颖、可触、可定制的未来生活。 随着多领域战略合
作的进一步深入， 双方将继续发挥自身产品、服
务及客户资源优势，互利共赢、共谋发展。
截至2014年6月末， 民生银行社区网点开业
已超过4000余家。 今年，民生银行将继续坚持小

区金融战略不动摇， 积极寻找战略合作伙伴，充
分整合小区商户资源和客户资源，强化小区金融
服务品质，加快构建独具特色的小区金融营销模
式。 此次民生银行与特斯拉的突破性合作是民生
银行进一步推广小区金融、扩展高端市场战略的
又一突破性举措。 将特斯拉充电桩作为小区金融
配套设施，绑定小区金融产品群，轻松解决生活
中的难题，让高端客户更好地享受创新服务带来
的愉悦体验。

山东出台
节能减排低碳发展方案
山东省政府10月14日印发的《山东
省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
实施方案》 提出，2014年单位地区生产
总值(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别
下降2.8%、3.2%，2015年完成“十二五”
节能降碳目标任务；2014-2015年，化学
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排放
量 分 别 逐 年 下 降 1.8% 、1.2% 、2.4% 、
5.5%以上。
方案提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淘
汰落后产能力度。 积极化解钢铁、水泥、电
解铝、平板玻璃、船舶、炼油、轮胎等行业过
剩产能，2014年完成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
“十二五” 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2015年年
底前， 全省压缩钢铁产能1000万吨以上，
淘汰电解铝行业16万安培以下预焙槽。 炼
油行业逐步淘汰200万吨/年及以下常减
压装置。
方案提出，调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落实压减煤炭消费政策措施， 产能严重
过剩行业新上耗煤项目必须严格实行煤
炭消耗等量或减量替代政策， 力争到
2015年年底前实现煤炭消费总量“由增
转降” 。 全面推进煤炭清洁利用，鼓励工
业窑炉和锅炉使用清洁能源。 开采高硫
高灰煤炭必须同步建设煤炭洗选设施。
加快实施外电入鲁战略。 增加天然气供
应，力争到2015年全省天然气消费量达到
120亿立方米。 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到
2015年年底， 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达到
1000万千瓦，占全省电力装机的比重达到
12%，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比
重提高到4.5%。
方案还提出，加大机动车减排力度。山
东省要求， 做好国Ⅳ车用柴油升级准备工
作，自2015年1月1日起，全面供应国Ⅳ车
用柴油。 （李香才）

高端白酒
二元结构基本形成
“目前白酒正在经历一场价格、品牌
的去泡沫化运动， 中高端白酒必须价格合
理了才能平衡出销售业绩。 ” 海纳机构总
经理吕咸逊日前在酒业家举行的首届中国
酒业市场论坛上表示。
吕咸逊认为， 与以往高端白酒价格的
疯狂上涨不同，当前消费者更认可性价比。
伴随酒企价格策略的持续进行， 高端白酒
茅台、五粮液的二元结构基本形成：目前茅
台已基本实现价格筑底， 正在探索量价平
衡；而五粮液则仍然有价格下行的可能。而
此前推行与市场趋势相悖的挺价策略的泸
州老窖则必须回过头做100-200元的市
场，“这样才会很好卖” 。
在白酒行业此轮深度调整中， 高端与
中低端的分化已经越来越明显。 酒仙网董
事长郝鸿峰也在中国酒业市场论坛上表
示，根据酒仙网今年前三季度的销售数据，
一千块以上的酒占7%，500元-1000元的
占15%，基本上是茅台和五粮液的天下；而
50-200元价格的产品在销售总量的占比
中最大，高达36%。
对于未来白酒市场核心的中低端酒
而言，“性价比” 同样是重中之重。 宋河酒
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祎杨称，白酒行业
到了必须要拥抱消费者的时代，酒企转型
的关键不是价格的高低， 而是性价比，是
消费价值最大化。 王祎杨还表示，未来酒
企的竞争将是全国品牌和区域龙头品牌
在区域的厮杀，酒企必须主动布局强势区
域和强势单品，深度挖掘市场需求，才能适
应转型。 （王锦）

华泽集团董事长表示

明年白酒行业料触底
华泽集团董事长吴向东日前表示，白
酒行业的调整期仍会持续一段时间，不
过，伴随整个行业的转型变革，只要经济
不再走下坡路，2015年将是行业触底反弹
的一年。
吴向东指出，2013年、2014年对于白
酒企业而言是非常困难的时期， 华泽集团
也遭遇了前所有未的挑战。 但通过这两年
的调整，整个行业都在快速地进行变革。以
华泽集团旗下华致酒行为例， 此前主要定
位为中高端酒的华致酒行一方面大幅调低
高端产品价格， 同时也在积极推出低价位
产品。
吴向东表示，由于价格调整、产品线的
进一步丰富以及核心单品的增长， 今年下
半年华致酒行销售额已经开始增长， 且部
分区域增长速度较快。
吴向东还称，长期看好酒行业，未来酒
类市场还要翻倍。过去十年白酒的增长，政
务消费过大了， 今后的增长一定是私人消
费和商务消费的增长。
“现在确实是最好的并购时机， 但我
们目前没有再收购酒企的打算。 ” 吴向东
称。 起家于金六福酒的华泽集团过去几年
在白酒并购方面有颇多动作， 先后以并不
高的成本收购了贵州珍酒、陕西太白等10
余家白酒企业。吴向东表示，并购后这些酒
企估值都有大幅提升， 未来将会把重点放
在对收购酒企的发展上。 （王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