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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南京江北新区第一高楼——绿地金茂金融中心大面积底板浇

筑，高强度浇筑持续55小时，为地上大楼打下“坚实地基”：地上102层、高

499.08米的摩天大楼，比对岸主城第一高楼紫峰大厦还高近50米。

绿地金茂大厦将要刷新的“城市新高度”，见证了江北新区发展金融集聚

区的“勃勃雄心”。作为国家级新区，江北明确了“两城一中心”产业定位：“芯

片之城”“基因之城”和“新金融中心”。一批超高层和金融板块落地建设的同

时，大批投资机构、金改项目和应用场景也纷纷落户江北。

定位“东部重要金融中心”的南京，已有新街口、河西两个金融集聚区，江

北发展怎样的新金融，才能与主城错位发展、鼎足而立？

百万平方米金融载体开建百万平方米金融载体开建，，大批金改项目先行先试大批金改项目先行先试 ——

南京江北发展怎样的南京江北发展怎样的““新金融新金融””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

耿强小课堂

顶着各种压力，延期一年最
终还是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成为
史上第一届没有任何观众参加的
奥运会。在各种成本攀升、收入
锐减的情况下，东京奥运会也有
可能成为亏损最多的一次奥运
会。据日本会计检查院公布的数
据，东京奥运会各种支出高达
273 亿美元，远超申奥时预计的
74 亿美元，收入方面仅是门票就
至少损失约 9 亿美元。美国经济
学家津巴利斯特认为，东京奥运
会总亏损可能高达300亿美元。

体育赛事的经济账，必须深
入分析这一产品在市场供求方面
的特殊性。体育赛事提供的是一
种服务类产品，主要的价值是带
给观众情绪上的满足，主要包括
对输赢结果高度关注的紧张感，
高水平表演带来的精神愉悦感以
及现场参与的集体融入感等等。

从供给端成本方面来看，体
育赛事的主要成本是各种人员的
费用，包括运动员出场费，裁判、
安全保卫、医护后勤等众多工作
人员的费用。明星运动员是无可
替代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很难通
过技术进步进行取代。

从产品生产的角度分析，比赛
的数量再多，这些人员数量也不会
减少，很难出现规模经济，生产率
难以提高。而伴随各种人员薪酬
的刚性上升，成本提升速度还会
快过产品价格的提升速度，这是
典型的“鲍莫尔成本病”现象。

美国职业篮球联赛（NBA）应
该说是目前全球经营成绩最好的
赛事之一了，但由于一年收入的
一半都要用来支付球员工资，30
支球队俱乐部中依然有亏损的。
欧洲的足球俱乐部，相对经营更
为困难，从2009年到2019年的十
年中，法甲和意甲的营业利润基
本都为负，主要原因就是工资营
收比高达 70%以上。工资营收比
维持在 60%左右的英超，整体营
业利润虽然基本保持在正值，但
其中20支球队的经营情况分化严
重，前六大豪门球队就获得了
60%的收入，而剩下的大多数球队
处于利润亏损的艰难状态。

体育赛事在成本很难下降的
同时，需求却更多向头部顶尖赛
事集聚。体育赛事是一次性、不
可复制的稀缺产品，越是顶尖运
动员或球队，其表现越稳定，人们
对体育赛事的需求主要集中在高
水平顶尖赛事，一般水平的体育
赛事往往需求不足。

每四年一届的足球世界杯一
票难求，巴西政府在 2014 年用 20
亿美元的成本撬起了 134 亿美元
的 GDP 增长，收益颇丰。一年一
度的法、澳、温、美四大网球公开赛
也不愁需求，其中美网公开赛在
2018 年和 2019 年的收入都超过
3.5 亿美元，即使在疫情影响的
2020年，收入依旧有1.5亿美元并
保持赢利。足球世界杯和网球四
大联赛，聚集了最顶尖运动员，现
场门票、转播权、广告投放、赞助商
都有确定性的热烈需求；而其他稍
微小众一些的或者非顶尖水平的
体育赛事则需求下降明显。

体育赛事的经济账，通常还
要考虑到外部性收益。比如奥运
会前后创造的新增就业，对旅游
业的促进，在基础设施方面，给举
办城市带来的长期福利等。作为
全球瞩目的奥运会，更有振奋民
族精神的效果，比如 1964 年东京
奥运会 、1988 年汉城奥运会和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等。这几届
奥运会举办的时候，正是举办国
经济蓬勃发展的上升时期。奥运
会凝聚民心，振奋国民，使整个社
会更加努力积极向上，增强国家
民族自信心；同时对外宣传了本
国文化，提高全球对举办国的认
知，增加举办国各种商品的品牌
影响力与品牌价值。

体育赛事的
经济账

□ 耿强 荆子琪

□ 本报记者 孟培嘉 顾巍钟

“鱼头才鳊鱼头那般小，脊背厚黑像青鱼，鱼
鳞白灿灿又像花白鲢，这到底叫啥鱼啊？”这个双
休，南京六合区龙鲫水产养殖基地又迎来了食
客，大家看着水箱里迥异于菜场里鲫鱼的龙池鲫
鱼啧啧称奇。

“这就是鲫鱼，叫龙池鲫鱼，可是我们提纯复
壮，花了三年才保护下来的国家地标农产品！”六
合龙鲫水产总经理邢志伟自豪地说，曾经濒临消
亡的龙池鲫鱼已初步产业化，累计繁育 20 万尾，
不但种群无虞，而且重回市场了。

曾是“宫廷贡品”，一度濒临消亡

顾名思义，龙池鲫鱼原产于龙池湖。《六合县
志》记载，龙池在城南五里，周围有十里，深有丈
许，水味如泉，鱼鳞似梳，体大肉肥，为他地所无，
价在鲥鱼之上。

“《六合县志》里的龙池，就是六合城边的龙池
湖。”邢志伟说，龙池湖像外翻的草帽，水深达 4
米，湖中央有泉眼，湖里芦苇丛生、水草丰茂，出产
不一样的龙池鲫鱼：头小、背高、体厚、鳞金、腹灰，
煮制后肉嫩汤白，回味微甘。让人称奇的是，野生
龙池鲫鱼可长到2斤一条，而且越大越嫩，不像普
通鲫鱼那样长大了肉质粗、有腥味。

南京农业农村局质监处副处长王雪锦分析，
龙池鲫鱼的独特风味来自于特殊的营养成分。
经检测，龙池鲫鱼含 18 种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其中的 EPR 和 DHA 含量比异育银鲫分别高了
167%和 48%，显著增加香味，而且肌肉多汁，气
味营养优于普通鲫鱼。

早在明朝洪武年间，龙池鲫鱼就已成宫廷贡
品。清朝雍正志载：鲫鱼生龙池者，大而优美，视
为珍品。乾隆下江南品尝后赞不绝口。美食家
袁枚《随园食单·鲫鱼》也记载：六合龙池出者，愈
大愈嫩，亦奇。

然而近年来城市化开发，加之外来鱼种入侵，
使龙池鲫鱼的养殖生态、环境发生改变。六合新
城开发后，龙池湖从野生湖变为城市湖，湖里又混
养了异育银鲫，野生的龙池鲫鱼品质退化，鱼越来
越少、越长越小，市场上逐渐难觅踪影了。

精心提纯复壮，60条种鱼繁育了20万尾

“龙池鲫鱼是老天爷的恩赐和老祖宗的传

承，绝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农业人手上断掉了。”
六合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唐根胜说，龙池湖紧
挨城市边，开发为城市新区也是大势所趋，作为
野生鱼类栖息地已不适合，但龙池鲫鱼是我省
珍稀鱼类，拥有独特生物特性，要保护好并“发
扬光大”。

在居民群众呼吁下，2017 年六合区拨款
1000 万元，在城北水产养殖场建立龙池鲫鱼繁
育基地。启用前，渔业部门对基地 300 亩鱼塘清
塘，疏浚后水深 2 米，引水时用 60 目的筛绢网过
滤掉所有细小杂鱼，模拟龙池湖养殖环境，然后
才回到池湖搜寻原种鲫鱼。

“那是 2017 年冬天，我们在两个月内每天用

机动渔船底拖网作业十几小时，才捕到 890 条
‘疑似’龙池鲫鱼，委托专业机构抽血化验、DNA
检测，并在背鳍都植入芯片，其中只有 120 条是
二倍体龙池鲫鱼。”

2018 年 4 月，进入产卵交配季节，120 条
龙池鲫鱼仅成活 60 条，其中雄鱼只有 9 条，每
条重才 50 克，“‘新郎官’又瘦又小，可见品种
已退化到什么程度了，如果再迟些年头，这个
鱼种真的很难保住了。”邢志伟说，好在经过
精心呵护，当年 4 月 8—10 日，水温达到 18 摄
氏度时，鲫鱼产卵成功，共收集到鱼卵三四万
粒，一年下来长到每斤 15 条左右，第二年又繁
育成功五六万尾，到去年基地已累计繁育 20 万
尾。

越大越嫩越鲜，1公斤重鲫鱼288元

“种源是农业的‘芯片’。龙池鲫鱼繁育成
功，不仅保护了种质安全，呵护了一方特产，还培
育了农业的持久竞争力。”王雪锦说，地标农产品
拥有独特的品种、技术、品质和文化，是市民难以
忘怀的舌尖记忆，其独特性和稀缺性对发展品质
农业、都市农业、旅游农业大有助益。

龙池鲫鱼繁育成功，南京饕客们又慕名而来
了。“基地 20 多个包间，双休节假日全满，停车场
停满了车。”邢志伟说，龙池鲫鱼有红烧、清蒸、
汆汤三种烧法，烧出的鱼汤像乳汁一样，游客喝
了直咂巴嘴：真鲜！

除了堂食，游客还捎带几条回去，基地用
小 包 装 活 水 增 氧 袋 盛 放 ，鲫 鱼 论 条 卖 ，可 网
购，48 元一条。龙池鲫鱼越大越嫩，长到 6-8
两 才 开 卖 ，捕 上 来 不 足 秤 的 回 塘 再 养 ；条 重
500 克以上 100 多元一条，1000 克以上的“极
品”288 元一条。基地特地在鱼塘中投放食鱼
的鳜鱼，专吃身体弱、游行慢的小鱼，跑得脱、
游得快的一个个身手敏捷、体格健壮。

眼下，六合区又在龙池街道开辟逾千亩的龙
池鲫鱼基地。“那里靠近滁河，引水方便，风景秀
丽，光是用于引滁河水、净化水质的净水装置就
要花 300 余万元。”唐根胜说，新基地集种源保
护、渔业开发、旅游观光于一体，将成为六合龙池
鲫鱼的“新家”，市民来了不仅可以享受美味的鲫
鱼，还可了解渔业科普，欣赏滁河风光，感受渔家
文化。

抢救性保护下的国家地标农产品 ——

六合龙池鲫鱼“新生”记

□ 本报记者 顾巍钟 胡春春
通讯员 许发银 程薇嘉

“高举高打”，载体建设金改试点齐头并进

“对中心城市来说，金融业在产业发展、城
际空间上托起城市高度。”扬子国投董事长郭
建说，发展金融业集聚区，载体建设是基础，除
了“第一高楼”绿地金茂，新区还在建新金融中
心一期 11 栋塔楼，并规划建设 150 多亩的数
字金融城。

江北新金融中心一期位于 CBD 核心区
域，共包含 10 个地块，总投资 150 亿元，其中
300 米以上超高层 2 幢，150 米超高层 3 幢，
100 米高层 3 幢，60 米塔楼 3 幢，总用地面积
230 亩，地上总建筑面积 72 万平方米，重点发
展金融资产管理、区域股权交易、金融科技和
保险创新等。

由于体量巨大，江北新金融中心一期分四
个标段分期实施，自去年 10 月 31 日第一栋塔
楼出正负零，至2026年所有楼栋全部交付。

数字金融城位于浦口老火车站片区，建筑
面积 48 万平方米，重点发展“交易所引领+金
融科技”产业，打造数字金融产业集聚区。

紧邻民国建筑浦口老火车站，数字金融城
布局成“金融之环”，建成后与新金融中心一道，
形成江北CBD亲水滨江、独具匠心的天际线。

载体空间加快建设，金融机构纷纷落地。
短短5年，江北集聚了包括工银金融投资、国投
创新基金等一批龙头机构，汇聚了各类金融机
构逾千家，集聚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517家，认
缴规模近5000亿元。

一批先导性金融基础设施开始实施。扬子
国投依托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与紫投集团合
作设立南京数字金融产业研究院，牵头建设“扬
子江数字金融平台”，创立总规模超 50 亿元数
字金融、金融科技类投资基金，开建国内首个

“互联网+金融+知识产权”智能服务系统。
诸多金融领域的重点改革先行先试。自贸

区开展跨境人民币创新试点、NRA 账户推广、
QFLP 试点。科技金融改革中，推出全国首个
区块链智能保理平台，首创政企银一体化数字
金融服务平台，通过大数据为科企知识产权“画
像”，“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N’科创融资综
合解决方案”等4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省推广。

“双区”叠加，重点发展五类新金融

国家级新区和自贸区“双区”叠加,载体建
设与金改试点齐头并进，让江北金融集聚区高
举高打、双向赋能。“我们理解的新金融，是区别
于传统金融，以新金融工具、产品和服务为引领
的新金融组织和业态。”江北新区财政局副局长
林正俊说，基于新区功能和使命，江北要发展五
类新金融：自贸金融、数字金融、科技金融、绿色
金融、民生金融。

这当中极具新区“个性特点”的，当数“自贸
金融”。自2019年获批以来，江北新区自贸区围
绕投资贸易、跨境收支便利化需求，形成制度创
新成果近60个：利用NRA账户为企业办理错币
种跨境融资和结汇、海关“单一窗口”业务，国家外
汇管理局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业务、货物贸
易外汇电子单证业务等，均为全省自贸区首笔首
单，吸引金融机构纷纷试水试点。去年底，民生
银行南京分行为自贸区南京健友生化搭建跨境
资金本外币资金池。今年7月，江苏银行江北自
贸片区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上线CIPS标准收
发器，完成多笔人民币跨境收支业务。

数字金融是江北主攻领域，新区规划建设
数字金融城，成立数字金融研究院。林正俊介
绍，新区已集聚 50 多家区块链企业，首批开展
证监会区域股权市场区块链试点，仅用28天即

率先实现与中央监管链连通。大数据普惠金
融、数字化社保基金、区块链中小企业融资服
务、贸易金融分布式服务等 4 个项目入选人行
与六部委金融科技应用试点。打造数字金融应
用场景，开展数字资产登记结算创新，为近百家
中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67亿元。

扬子国投不仅是金融载体建设的“泥水
匠”，还是服务金融创新的“店小二”。郭建介
绍，他们力推“资产证券化”与“供应链金融探
索”两大试点，通过“区块链+物联网”推动各类
资产线上化，丰富风控视角，创新融资渠道。如
以新区重点项目应付工程款作为供应链金融资
产，与国盛证券联手拟公开发行 20 亿元 ABS
融资；单独公开发行公募 ABN 产品 8 亿多元，
票面利率创今年同类资产最低。此外还以知识
产权特许权使用费作为底层资产发行证券,帮
助科技中小微企业融资1亿元。

服务实体，金融的本质和使命

把“新金融”作为主导产业，推动江北新区
金融业迈上“快车道”。林正俊介绍，2017年江
北新区刚起步时，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才 3%，去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9%。

“江北新金融中心是南京‘东部重要金融中
心’三大板块之一。”南京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有
关负责人说，新街口商务区打造商业金融中心，

河西金融集聚区重点发展银行、保险、证券、基
金等金融业态，江北新金融中心围绕集成电路、
生命健康、数字产业发展新金融。

一座南京城，“装得下”三个金融集聚区
吗？这位负责人介绍，深圳、杭州等城市也规划
了多个金融集聚区。深圳规划打造南山科技金
融城、后海金融总部基地、福田金融核心区等 6
个金融集聚区，杭州规划了“一核两轴四路”科
技金融集聚区。南京作为“新一线城市”“万亿
俱乐部TOP10城市”，有基础、有潜力建设多个
互为支撑的金融集聚区。

但江北把门类众多的“新金融”凝聚为“中
心”，还有很长路要走。省金融研究院院长吴先
满认为，金融业属于服务业，服务业是可以复制
的，很难板块化分割。因此，江北各新金融门类
在做好创新孵化的同时，还要引驻法人金融、头
部机构以及券商、律所、会所等服务机构，各类
传统金融、类金融、创投及服务机构形成服务链
条、共创服务生态，才能烧旺“中心”这盆火。

“一个城市（城区）能否成为金融中心，主要
看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功能辐射力，二是对实体
经济服务力。”吴先满认为，江北发展自贸、数
字、科技等新金融，要攻关相关领域堵点和难
点，集成改革、串珠成线，形成品牌、服务优势。
而江北作为城市新区，金融尤其支撑实体经济、
创新经济。这是金融业的本质和使命。

金融中心支持创新经济，很重要的是大力
发展私募创投，推手是活跃的基金注册管理人，
南京地区基金注册管理人57%落在建邺。“如果
说金融是城市的皇冠，私募就是皇冠上的明
珠。”建邺高投资本总经理孔德钱说，金融支持
创新经济，既需顶层设计、攻关突破，又要筚路
蓝缕、精耕细作，因为好的创投项目大家都抢，
而那些很有潜力的“种子”和“幼苗”，早先大多不
为人知，需要基金管理人耐心搜寻和长久呵护。

对此，江宁一批活跃的基金管理人——江
宁科创投“动平衡”资本的创投历程，值得借
鉴。“江宁不是金融集聚区，却是制造业高地。
我们团队 20 多名年轻人，百分百的工科背景、
百分百的产业出身，常年专注细分领域，专门投
早投小，5 年来扶持了 4 家公司上市，培育了近
30家独角兽和瞪羚企业，大多落地江宁。”“动平
衡”负责人何嘉说，把创投落在产业链上，拒绝
浮躁，投入专注，必能摘取科创“皇冠上的明珠”。

上图：南京江北新区。 武家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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