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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打造全年艺术品展示及交易平台
全球面积最大艺术品保税服务综合体下半年正式运营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昨日，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FTZART，以下称“自贸文投”）与

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以下称

ART021）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据悉，第八届ART021上海廿一当代艺

术博览会将于今年 11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

办。双方将以该博览会的合作为契机，依托

上 海 自 贸 区 政 策 优 势 ，共 同 打 造“FT⁃
ZART+ART021·365”平台。根据规划，双

方将依托这一 365天全年艺术品展示及交

易平台，打造具备代表性及可复制性的艺术

产业新模式，探索上海艺术产业多元化资源

整合的可能性，力争在将上海努力建成亚太

地区新兴艺术品交易中心的过程中发挥重

要作用。

为企业提供优化服务方案

签约仪式上，博览会主办方宣布，自贸

文投为第八届博览会指定清关商及现场运

输协调商。

“作为上海自贸区国有运营的艺术行业

全产业链服务提供商、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

地（上海）运营方，自贸文投将在此特殊时期

承担起社会责任，结合上海自贸区保税区的

各项政策优势和各项贸易便利化措施，为受

疫情影响的ART021海内外参展机构减负，

助力ART021打通艺术品国际物流渠道。”

上海自贸区国际文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蒋名未表示。

记者了解到，早在国内疫情暴发期间，

自贸文投已提出了以上海文化企业为对象

的优化服务方案，其中重点内容包括：一是

优化艺术品进出境流程，将艺术品进入保税

区的时间由原来的 3-5天缩短至 48小时以

内。二是优化保税展览审批流程，将原先提

前 1个月的备案时间，缩短至常态操作 6个

工作日，其中，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期间

缩短至 3个工作日。三是设计开发保税区

服务中心艺术品智能远程查验系统，优化功

能服务。

据悉，“FTZART+ART021·365”这一

平台，还将承接ART021的溢出效应，充分

发挥自贸区各项政策优势和贸易便利化

措施，为国际艺术机构、画廊、藏家等提供

艺术品常年展示及交易服务，协助相关机

构设立中国区办事处并开展艺术品相关

业务。

以“1+5”提升能级

记者获悉，投资近 12亿元，总面积 6.8
万平方米的上海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

和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将于今

年下半年正式运营，并将在此次合作项目中

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目前全球面积最大、对标国际最高

安防标准的艺术品保税服务综合体，该建筑

严格按照美国UL安防与消防标准、GRASP
艺术品储藏风险评估标准进行设计与建造，

为民用最高安全级别设施。

自贸文投方面表示，该中心不仅弥补

了目前国内在艺术品及贵重物品存储及

安防方面行业标准和技术规范的空白，同

时放大了上海自贸区在文化产业领域的

引领示范作用，建立相关行业技术规范，

随着中心的正式运营将进一步推动我国

艺术品产业规范化和能级提升，树立行业

标杆。

6年的探索发展，自贸文投已形成了完

善的“1 + 5”文化产业阵型：即“一个平

台”——上海国际艺术品 365 保税服务平

台；“五个中心”——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

交易中心、上海自贸区版权服务中心、上海

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上海自贸区文创

IP运营中心以及上海自贸区艺术品评估鉴

定中心。

瑞银和巴塞尔艺术展今年 3月份发布

的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艺术品市场交易

量创十年新高，中国稳居世界第三大艺术

品市场。受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现阶

段艺术品进出口贸易大幅减少，中国艺术

品市场和国际市场在未来仍存在不确定

性。

业内人士认为，在此背景下，自贸文投

与 ART021 的合作，建立起资源互通合作

的纽带，可积极寻求艺术产业的创新与突

破，以应对艺术品市场未来将面临的更大

挑战，实现推进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与互鉴

的目标。

本报新（记者 张淑贤）为巩固

疫情防控成效并助力复工复产，银行

业数字化转型正不断提速。汇丰银

行（中国）有限公司昨日宣布，正式在

全国范围内推出智能化数字开户功

能，支持个人客户在移动端进行开立

I类人民币结算账户的申请，加速提

升服务便捷性和可得性，由此成为内

地首家推出这一服务的外资银行。

个人客户（年满 18周岁并持有

二代身份证）通过汇丰微信服务号或

网上银行，可在线填写提交开立 I类
人民币结算账户的预约申请表，约

10分钟即可完成整个流程。这一新

的智能化数字流程大大提升开户效

率，最大程度缩短网点面对面办理时

间。客户仅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亲

临网点一次完成“亲签亲访”，即可激

活新的全功能银行账户。

汇丰中国副行长兼零售银行及

财富管理业务总监李峰表示：“作为

持续金融战‘疫’的举措之一，我们推

出移动端 I类账户智能化数字开户

功能，并希望成为外资行加速推进数

字转型的重要突破。”

对银行业而言，为客户提供更多

的线上服务便利是数字化时代银行

服务更新迭代的大势所趋。

目前，汇丰中国数字金融体系尽

可能地为个人客户提供广泛的“零接

触”银行服务：汇丰环球转账和汇丰海

外留学汇款24小时在线接受转账或汇

款指令；外汇业务提供全数字渠道办

理；主要投资理财产品可线上进行交

易；结构性产品数字化定制功能在线即

可满足个性化的投资需求。此外，汇丰

也提供移动端专属个人II类账户和数

字化版本信用卡等服务与产品。

李峰表示：“通过从开户、日常交

易、结售汇到财富管理的数字化全流

程系列远程服务，希望在更好地满足

e时代客户需求的同时，也为赢得疫

情防控和经济发展双胜利贡献一份

力量。”

■本报记者 张淑贤

“智能化将成为未来 10年全球

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发

展方向，并成为全球趋势。”波士顿咨

询（BCG）近日联合陆金所发布的

《 全 球 数 字 财 富 管 理 报 告

2019-2020》揭示了智能化技术在财

富管理行业发展中的“魔力”。报告

预计，以AI为代表的智能化将让整

个财富管理市场的资产管理规模实

现 25%-50%的增长，让各类机构实

现15%-30%收入以及25%-50%利润

的提升。

报告还表示，全球范围受到此次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无接触服务需求

剧增，包括财富管理行业在内的整个

金融行业线上化与智能化进程也正

在加速。

“随着 AI 的加入，财富管理行

业竞争将会发生重大变化，传统看

似饱和的市场，从零和博弈变成了

‘增量’游戏。”BCG预计，大众富裕

客户群体（可投资金融资产在 100
万美元以下的客户）的价值将被激

发，不容小觑。

BCG数据显示，富裕客户群体过

半资产仍为现金或储蓄形式，尚未被

财富管理机构挖掘。报告认为，以该

群体为代表的普惠市场，将是各类财

富管理机构下一个10年的新机会。

对机构和市场而言，智慧化个性

顾问可大大降低人工服务成本、门

槛，助力机构实现客群下沉，使过去

只有高净值客群能享受到的金融服

务可以惠及普通客群。

记者获悉，众多机构已推出了针

对大众富裕客群的智能投顾服务，将

投 资 管 理 费 从 1% 以 上 减 低 到

0.2%-0.5%，将投资门槛降低到 5000
美元甚至更低。

与此同时，自带“数字基因”、对

智能化服务有强烈需求的“千禧一

代”逐步进入财富管理市场，也在客

观上不断加速着智能化时代到来。

报告指出，中国财富管理市场将实现

跨越式发展。资管新规下的中国财

富管理市场正开启全面转型，中国财

富管理机构面对市场转型所需的专

业化能力不足，大众客户投资理念不

甚成熟，但愈发需要专业的财富管理

服务等，都让以AI为代表的智能化

技术与工具在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上

独具价值。

在BCG看来，AI等智能化技术

能够在加速投资者教育、个性化的

服务普惠大众和实现更加稳健的

风险管理这三个领域推动中国财

富管理市场实现从缺乏人工投顾

到智能投顾普惠大众的跨越式发

展。

此外，中国有着庞大而迅速崛起

的中产阶层，将服务门槛大幅变低的

智能理财，对于解决上有老、下有小

的中国特色“4-2-2”式家庭的理财

焦虑，满足其对财富管理及中长期财

务规划服务的需求，也有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智能化在中国的发展才刚刚开

启，目前的市场规模仅占 5%-6%，我

们从用户远未得到满足的财富管理

需求中，看到了其中蕴藏的巨大的市

场空间，中国市场极有机会从过去缺

乏人工投顾跃升至去人工化的智能

时代，实现跨越式发展。”陆金所控股

CEO计葵生表示。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在通过保税区管理局质量安全

监督科的工地防疫检查后，日前，外高桥又一总部基地项

目——利勃海尔中国区总部大楼正式开工建设。利勃海尔

中国区总部项目总投资近 3亿元，总建筑面积约两万平方

米，主体建筑为一栋五层（局部二层）混凝土框架结构的研

发生产用房，预计将于 2021年 7月交付，建成后年产值可达

20亿元。

疫情防控期间，外高桥集团股份下属新发展公司按要求

认真落实市建设工程疫情防控措施，第一时间成立了项目工

地疫情防控小组，制订了详实的疫情防控方案与应急预案，

对防控物资、施工人员、施工区域、信息报告等各方面实施严

格管控，督促项目部参建各方切实开展疫情防控，确保防疫

施工两不误。

资料显示，利勃海尔是全球领先的机械制造商，技术产

品涵盖建筑机械、精密机床、航空运输等领域，作为国内商

飞产业的重要配套商，利勃海尔为国内飞机制造公司提供

全球领先的工业支持和产品服务，助推中国大飞机产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日前，中远海运集运在太平洋航

线首次尝试利用“气调”冷藏箱承运生鲜货物，把一个装满加

州牛油果的冷藏箱从洛杉矶运至香港。

据悉，“气调”冷藏货柜除了常规制冷保鲜功能外，还可

以通过智能调节储运环境中的气体成分，有效抑制果蔬的呼

吸作用，使果蔬处于冬眠状态，从而有效延长保鲜时间。本

次在太平洋航线首次使用“气调”冷藏箱运输的客户是全球

知名的牛油果供应商，在美国、墨西哥、秘鲁等 9个国家拥有

大面积牛油果种植园，2017年该客户进入中国市场。在了解

到该客户需求后，中远海运北美公司积极与客户展开商谈，

最终于今年2月签署运输合约。

下一步，中远海运集运将持续提升冷箱专业服务的能

力，同时不断推出创新性的服务产品，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

服务。

▲总面积6.8万平方
米的上海国际艺术品保
税服务中心和上海自贸
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

◀昨日，自贸文投与
廿一当代艺术博览会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自贸文投 供图

波士顿咨询和陆金所发布报告指出

智能化将让财富管理资产规模增长50%

汇丰推出智能化数字开户功能

加码线上服务 巩固防疫成效

利勃海尔中国区总部大楼
在外高桥开工

开设“气调”冷藏箱服务

中远海运智能化运生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