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方力量汇聚蓉城 建言献策治蜀兴川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 古人的诗句，正是四川省如今人才济济、拼搏奋进的最佳写照。 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新一轮西部开发开放、

中西部区域资本市场高地、中西部金融结算高地等战略的落实正吸引全世界的目光。

10月25日至27日，深秋的成都高朋满座、熠熠生辉，来自金融、科技等各行业的菁英齐聚“2018天府金融论坛” 。 为期三天的会议里，勇于开拓、海纳

百川的四川人民与中外嘉宾一道，热议科技金融与创新驱动，为治蜀兴川建言献策、积聚力量。

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崛起

四川省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表示，四川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良好营商环境。 一是加快建设国家西部金融中

心，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新一轮西部开发开放，打造金融产业集聚区、中西部区域资本市场高地、中西部金融结算高地。 二是

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四川科教资源优势，突出创新企业、创新人才、创新平台“三个重点” ，提升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三个能

力” ，打通军民融合、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三个通道”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三是积极促进科技金融与创新驱动深度融合，

着力打造科技金融创新示范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示范区，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集聚和用好战略科

技创新资源，为建设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强化金融支撑。 四是努力营造良好金融环境，推动出台《四川省地方金融条例》，制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专项措施，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推进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全面实行外资准入前国民

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彭翼捷表示，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集团高度重视四川，将四川定位为集团战略投资布局的核心省份和西南中心，自 2006年入

驻以来，已累计在川投资超60亿元，先后落户14家子公司和14家分公司，员工超过2000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杨涛认为，未来地方金融发展要适应整个金融发展的大趋势，高度重视技术的影响。在重视过程中，更加关注如何

为地方金融科技发展创造基本要素和条件，包括人才、技术、数据、场景、生态、政策和空间布局。 “未来一个地方的金融发展，可能面临的都是这种新技

术环境下的开放状态，不再是一个行政区域内狭义的思考，而是有一个多元布局以及产业链的不断交叉，每一个地方有自己合理的定位。 ”杨涛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青看来，金融市场是一个需要积累的指标维度，东部城市在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聚集很多企业、金融机构，

必定会反映在金融市场规模上。 西部落后地区的追赶需要从信贷市场和保险市场突破，并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努力缩小与一线城市之间的距离。

从业环境是金融中心建设重要的“向心力”和“离心力” ，既要通过环境吸引人才和企业，又要做到在人才和企业聚集之后，环境不会有大幅下降，这需

要一个完善的发展规划。

金融科技助力实体企业发展

新华通讯社原副社长路建平表示，今年论坛主题抓住了各方关注的重点：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国内经济发展如何向好的

方向变化、如何向高质量转变。 三个大的转变要求我们抓住经济发展中的核心要义，从科技和金融融合发展等多个方面寻找破题之策。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就科技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五点看法：一是有效且充分地促进金

融领域中的竞争；二是对民营经济提供有效支持；三是通过供应链金融提升生产和流通效率，可降低相关企业融资成本，因此，供应链金融发展的潜力

很大；四是促进创新和转型升级；五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长期融资的机制需要创新。

论坛期间，四川省首度发布《四川省科技金融发展规划(2018—2020年)》（下称《规划》）。 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刘东表示，《规划》明确提出六大任务：

一是做好科技金融政策顶层设计，优化科技金融生态环境；二是增加科技金融财政投入，优化财政资金运作方式；三是拓宽科技金融直接融资渠道，提

高直接融资规模比例；四是加强科技金融间接融资，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五是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健全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六是推动科技金融

结合试点，拓展军民融合特色领域。

《规划》提出，到2020年实现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科技金融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显著增强，科技金融生态环境更加优化，形成功能完善 、

特色突出、保障有力、运作规范的科技金融发展模式，科技金融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实现科技与金融深层次发展，走出四川特色的科技金融发展新路径，

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金融创新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周晓强指出，近年以来，四川金融业积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利用科技手段大力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政策，进行了许多创新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

周晓强认为，如何向小微企业提供充分有效的融资服务是世界范围共性难题。经济转型背景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有很大提升空间。金融服务小微

企业壮大的过程中，可以培育出很多有发展潜质有成长价值的企业，促进优质客户的孵化和稳固，实现互利共生、合作共赢。 金融服务小微企业需要创

新手段和方法，提高风险管控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

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IMI联席理事长曹彤表示：“小微企业融资有两个核心点，金融的本质问题就是基于风险的套利，风险和套利密

不可分。所谓套利就是不同主体在经营金融活动，假如是由某一类机构在经营就不涉及套利，怎样能够让更多主体参与。比如，3%或5%的风险度在银行

看来很高，但在一些社会主体看来是能接受的，因此多元参加的问题会涉及到主体安排，需要我们进行思考。 ”

保险业供给侧改革向纵深推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保险业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茁壮成长，保险机构数量从1979年行业恢复之初的1家增加到2017年底的228家，形成了较

为完善的保险市场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27日在保险服务创新峰会暨首届中国保险业金燕奖颁奖典礼上表示，保险服务已渗透到生命财产风险

保障、养老医疗风险保障、灾害事故风险保障等多个经济社会领域，成为填补社会保障缺口、服务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化解

社会矛盾纠纷、应对灾害事故风险的重要机制，成为支持投资、保障出口、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纵观40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历程，每一个进步、每一次跨越都与思想认识提升密切相关，都与改革创新密不可分，都与对外开放政策息息相关。 ”

周延礼表示。

中国财富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葛玮表示，40年来，中国保险业服务的经济社会领域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推出保险行业

“金燕奖” ，目的是激励保险业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提供更优秀的产品、更优质的服务，保障民生，惠泽社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 葛玮认为，对于保险行业也是如此，不平衡不充分的保险产品服务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有着巨大落差。 随着全社会防范风险意识

的提高，人们对生命健康、财产保障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3-4亿人口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对保险产品的结构、保险服务的能力，提出新的更高要

求。 如何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通过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消费者风险保障需求，完善产品设计，开拓保险市场，提高服务能力，维护

消费者权益，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是需要认真思考、持续探索的大课题。

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丁当看来，未来20年，人身险行业将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服务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保险业未来长

期发展方向。 面对时代和行业给出的历史使命，保险机构要把握黄金20年的历史机遇，坚定信心和信念、积极创新、拥抱新科技、主动谋求转型，以创新

驱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泰康保险集团总裁兼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经纶认为，推动保险业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四大趋势：一是数据资产战略价值将

进一步凸显；二是保险行业智能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三是保险行业客户体验将进一步改善；四是生态模式将进一步加强。 他称，“当前新兴科技快速发

展，正深刻改变着保险行业的竞争格局与生态，保险科技已成为今后保险行业全面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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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力量汇聚蓉城 建言献策治蜀兴川

□本报记者 陈莹莹

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古人

的诗句，正是四川如今人才济济、拼搏奋进的

最佳写照。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建设、新一轮西

部开发开放、中西部区域资本市场高地、中西

部金融结算高地等战略的落实正吸引全世界

的目光。

10月25日至27日， 深秋的成都高朋满

座、熠熠生辉，来自金融、科技等各行业的菁

英齐聚“2018天府金融论坛” 。 为期三天的

会议，勇于开拓、海纳百川的四川人民与中外

嘉宾一道，热议科技金融与创新驱动，为治蜀

兴川建言献策、积聚力量。

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崛起

四川省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表示，四川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大力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良好营商环境。 一是加快建设国家西部金融

中心，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和新一轮西部开发开

放，打造金融产业集聚区、中西部区域资本市场高地、中西部金融结算高

地。二是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四川科教资源优势，突出创新企

业、创新人才、创新平台“三个重点” ，提升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

“三个能力” ，打通军民融合、科技与经济结合，科技与金融结合“三个通

道” ，加快建设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 三是积极促进科技金融与创新

驱动深度融合，着力打造科技金融创新示范区、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示范区，

加快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集聚和用好战略科技创新资源，为建设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强化金融

支撑。 四是努力营造良好金融环境，推动出台《四川省地方金融条例》，制

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专项措施，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推进资本要

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建立符合国际规则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和评价机制，

全面实行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蚂蚁金服集团副总裁彭翼捷表示，阿里巴巴和蚂蚁金服集团高度重视

四川，将四川定位为集团战略投资布局的核心省份和西南中心，自2006年

入驻以来， 已累计在川投资超60亿元， 先后落户14家子公司和14家分公

司，员工超过2000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杨涛认为，未来地方金融发展要适应

整个金融发展的大趋势，高度重视技术的影响。在重视过程中，更加关注如

何为地方金融科技发展创造基本要素和条件，包括人才、技术、数据、场景、

生态、政策和空间布局。“未来一个地方的金融发展，可能面临的都是这种

新技术环境下的开放状态，不再是一个行政区域内狭义的思考，而是有一

个多元布局以及产业链的不断交叉，每一个地方有自己合理的定位。 ” 杨

涛说。

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何青看来，金融市场是一个需要积

累的指标维度，东部城市在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聚集很多企业、金融机

构，必定会反映在金融市场规模上。 西部落后地区的追赶需要从信贷市场

和保险市场突破，并在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中努力缩小与一线城市之间的

距离。 从业环境是金融中心建设重要的“向心力” 和“离心力” ，既要通过

环境吸引人才和企业，又要做到在人才和企业聚集之后，环境不会有大幅

下降，这需要一个完善的发展规划。

金融科技助力实体企业发展

新华通讯社原副社长路建平表示，今年论坛主题抓住了各方关注的重

点：国际经济形势如何向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国内经济发展如何向好

的方向变化、如何向高质量转变。 三个大的转变要求我们抓住经济发展中

的核心要义，从科技和金融融合发展等多个方面寻找破题之策。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

世锦就科技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提出五点看法：一是有效且充分地促进

金融领域中的竞争；二是对民营经济提供有效支持；三是通过供应链金融

提升生产和流通效率，可降低相关企业融资成本，因此，供应链金融发展的

潜力很大；四是促进创新和转型升级；五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长期融资的

机制需要创新。

论坛期间，四川省首度发布《四川省科技金融发展规划(2018—2020

年)》（下称《规划》）。四川省科技厅厅长刘东表示，《规划》明确提出六大

任务：一是做好科技金融政策顶层设计，优化科技金融生态环境；二是增加

科技金融财政投入，优化财政资金运作方式；三是拓宽科技金融直

接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规模比例；四是加强科技金

融间接融资，创新科技金融服务模式；五是搭建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健全科

技金融服务体系；六是推动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拓展军民融合特色领域。

《规划》提出，到2020年实现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科技金融助

推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显著增强，科技金融生态环境更加优化，形成功能完

善、特色突出、保障有力、运作规范的科技金融发展模式，科技金融服务体

系不断完善，实现科技与金融深层次发展，走出四川特色的科技金融发展

新路径，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金融创新中心。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周晓强指出，近年来，四川金融业积极适

应新形势新要求，利用科技手段大力贯彻落实中央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

政策，进行了许多创新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效。

周晓强认为，如何向小微企业提供充分有效的融资服务是世界范围共

性难题。经济转型背景下，金融服务小微企业有很大提升空间。在金融服务

小微企业壮大的过程中， 可以培育出很多有发展潜质有成长价值的企业，

促进优质客户的孵化和稳固，实现互利共生、合作共赢。金融服务小微企业

需要创新手段和方法，提高风险管控能力，降低交易成本，创新金融产品和

服务，提高小微企业融资可得性。

厦门国际金融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IMI联席理事长曹彤表示：“小微

企业融资有两个核心点，金融的本质问题就是基于风险的套利，风险和套

利密不可分。 所谓套利就是不同主体在经营金融活动，假如是由某一类机

构经营就不涉及套利，怎样能够让更多主体参与。 比如，3%或5%的风险度

在银行看来很高，但在一些社会主体看来是能接受的，因此多元参加的问

题会涉及到主体安排，需要我们进行思考。 ”

保险业供给侧改革纵深推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国保险业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茁壮成

长，保险机构数量从1979年行业恢复之初的1家增加到2017年底的228家，

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保险市场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27日在保险服务创新峰会

暨首届中国保险业金燕奖颁奖典礼上表示，保险服务已渗透到生命财产风

险保障、养老医疗风险保障、灾害事故风险保障等多个经济社会领域，成为

填补社会保障缺口、服务和保障民生的重要手段，成为创新公共服务供给、

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应对灾害事故风险的重要机制，成为支持投资、保障出

口、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纵观40年来我国保险业发展历程，每一个进步、每一次跨越都与思

想认识提升密切相关，都与改革创新密不可分，都与对外开放政策息息相

关。 ”周延礼表示。

中国财富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葛玮表示，40年来，中国保险业服

务的经济社会领域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推出保险行

业“金燕奖” ，目的是激励保险业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提供更优秀的产品、

更优质的服务，保障民生，惠泽社会。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 葛玮认为，对于保险行业也是如此，不平衡不充分的保险产品

服务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间有着巨大落差。 随着全社会防范

风险意识的提高，人们对生命健康、财产保障的需求日益增长，特别是3-4

亿人口的中等收入阶层的形成，对保险产品的结构、保险服务的能力，提

出新的更高要求。 如何紧紧围绕人民群众需求的变化，通过保险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挖掘消费者风险保障需求，完善产品设计，开拓保险市场，提

高服务能力，维护消费者权益，更好地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是需要认真思

考、持续探索的大课题。

在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丁当看来，未来

20年，人身险行业将保持两位数增长速度，服务高质量发展将成为保

险业未来长期发展方向。 面对时代和行业给出的历史使命，保险

机构要把握黄金20年的历史机遇，坚定信心和信念、积极创新、

拥抱新科技、主动谋求转型，以创新驱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泰康保险集团总裁兼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刘经纶认为， 推动保险业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四大

趋势：一是数据资产战略价值将进一步凸显；二是保险行业

智能化进程进一步加速；三是保险行业客户体验将进一

步改善；四是生态模式将进一步加强。 他称，“当前新兴

科技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保险行业的竞争格局与生

态，保险科技已成为今后保险行业全面转型的核心驱动

力。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车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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