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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20 年是上海金融中心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上海将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

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 2019 年, 是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

心步入冲刺收官阶段的关键一年。 自 2019 年初发布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行

动计划 (2018—2020 年)》 以来, 上海从加快金融改革创新、 提升金融市场功能、
健全金融机构体系、 聚焦国家发展战略、 扩大金融开放合作、 优化金融发展环境

等多个方面发力, 取得累累硕果, 推进了更高水平的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
眼前呈现给大家的 《中欧陆家嘴金融评论 2019》 是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

院与上海市金融工作局联合组织编撰的年度研究报告结集。 研究成果是集体智慧

的结晶, 从课题的立项、 论证、 调研、 撰稿及结题, 凝聚了上海市金融工作局领

导以及金融界专业人士的建设性建议和帮助, 课题如期结题也得到了许多专家的

指导。 管中窥豹, 见微知著。 其间述及的许多经济金融热点问题, 有的已达成了

阶段性结论, 有的本身是未尽的开放性议题, 值得持续关注。
课题成果总体显示, 上海已具备高标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 但

在一些方面还需要抓紧时间 “补短板”。 其中, 《上海高标准基本建成国际金融

中心研究》 指出, 从当前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GFCI) 和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

中心发展指数 (IFCD) 两大主流国际金融中心评价指数的最新结果看, 上海竞

争力次于伦敦、 纽约、 中国香港, 与新加坡、 东京相当, 已具备高标准基本建

成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 课题分析认为,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完整的国际金

融市场体系但国际化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集聚相当数量的国际金融机构但

国际化金融人才还不够; 参与主要的国际金融基准供给但国际话语权相对有限;
自贸区对人民币金融计价职能的培育进展稍显缓慢。 要进一步提升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的竞争力, 可以从丰富人民币金融衍生产品、 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

方面进行推进。

1



中欧陆家嘴金融评论 2019

《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路径研究》 在参考美国、 日本、 韩国、 中国台湾、 新

加坡等境内外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历程和启示的基础上, 分析金融市场存在的主要

问题, 研究如何解决阻碍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障碍, 在此基础上, 从长期和短期两

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从长期来看, 需要循序渐进地逐步开放, 先间接投资后直接

投资、 先股票市场后债券市场、 先机构投资后个人投资; 逐步开放资本账户; 增

强国内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适应金融市场开放变化的宏观审慎监管体

系; 让汇率水平在更大程度上由市场因素来决定, 并保持人民币的汇率在市场均

衡水平上基本稳定。 从短期来看, 需要修订相关法律, 加大违法行为的惩罚力

度, 取消罚款上限, 对上市公司、 投资者、 中介机构的惩罚力度要对等; 建立严

肃的退市制度; 打破刚性兑付; 改善债券市场结构, 活跃债券市场; 统一监管标

准; 提高评级系统的可信度; 丰富外汇市场参与主体; 增加风险管理手段; 在更

多期货品种中引入外国投资者; 监管规则不能变化太快, 给参与各方一个稳定的

预期; 在临港新片区进行压力测试。
《 “十四五” 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上海经济、 贸易、 航运及科创中心

联动发展的基本思路》 认为,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要服务于国际经济中心建设; 金

融必须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源,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国际贸易、 科创、 航运中

心建设的支撑。 在国际金融与国际贸易联动方面, 课题研究提出吸引集聚知识型

服务业跨国公司总部以及自贸区新片区开展外汇期货试点两种思路; 在国际金融

与国际航运联动方面, 建议提升航运保险在航运业的比重、 吸引航运企业在上证

所上市、 上期所推出航运指数期货; 在国际金融与国际科创联动方面, 可以从明

确研发费用作为科创板上市的制度激励、 培育传统银行为科创企业服务、 引导风

险投资公司的科创投资三方面着手推进。
《长三角金融监管跨区域协调机制研究》 建议加强地方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

不断创新新型监管机制; 鼓励金融机构以自发形式开展 “金融联盟”, 扩大业务

触角; 加大长三角区域金融监管与司法联动合作的力度。 《上海市社会化众筹机

构发展现状及强化监管的对策研究》 指出, 社会化众筹作为一种创新性的融资模

式正逐渐风靡。 但是, 作为一种一对多的融资模式, 存在天然的风险。 特别是该

融资模式常常与互联网相互结合, 使其容易扩大影响范围, 有较大的外部性, 从

而对其监管势在必行。 《推动上海建设全球绿色金融中心研究》 指出, 上海应以

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中心, 结合国际经验, 通过政府的市场激励, 在绿色金融基础

设施、 绿色贷款、 绿色主权债券、 绿色衍生品等要素上全面推进, 确立上海绿色

金融统一品牌, 充分发挥绿色金融后发优势, 更好地服务于上海全球性国际金融

中心建设的目标。 《国际发达金融中心城市最新动态研究》 历数了 2019 年中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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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港、 新加坡、 伦敦在绿色金融、 资本市场、 银行业、 金融科技、 虚拟银行、 金融

监管、 保险业、 普惠金融、 金融立法等方面所进行的政策推进, 以期为进一步提

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提供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
综观而言, 上海已经形成格局完整、 品种完备、 交易活跃的金融市场体系,

具备了国际金融中心城市的全部主要要素。 随着金融开放不断扩大, 金融改革不

断深化, 经济、 贸易、 航运和科创中心建设加快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取得明

显成效等, 都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供了重要机遇, 更高质量的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值得我们共同期待!
感谢上海市金融工作局对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一如既往的信任, 将上

海金融系列重点课题委托给我们。 同时, 还要感谢中国金融出版社王效端主任及

编辑团队认真严谨的工作。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参考视角, 囿于观察及学识的

局限, 肯定存在诸多不足, 敬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盛松成

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

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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