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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淑贤

问：“十二五”期间，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基本确立了以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的
国内金融中心地位，初步形成了全球性
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
心，作为一位长期跟踪研究并参与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的专家，您如何
评价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成就？

答：“十二五”期间，上海真正实现了

“以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的国内金融中

心”这一建设目标，主要体现在 10 个方

面，分别为金融要素市场进一步完善、金

融市场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

规模大幅增加、金融机构体系更加健全、

金融业务创新试点不断推出、对外开放

程度提高、金融发展的环境持续优化、金

融人才集聚、专业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备

和金融风险的防范能力不断提升。

最被公认的是金融要素市场机构的

集聚。

目前上海集聚的金融要素市场机构

不仅在全国，在亚太市场都堪称最完备。

同时，交易体量也很大，其中股票市场

2015年的交易额已排全球第二，上海黄金

交易所黄金现货交易量保持全球第一。

问：对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
二五”规划目标，在您看来，哪些方面还
需要进一步持续加强？

答：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硬指标

方面完成得很好，但在金融发展环境、政

策环境、对外开放度和金融要素市场各

个细分市场的联动发展等软环境建设方

面，与高标准的国际上成熟的金融中心

还有不小差距，有待加强；人民币在国际

上的交易、投资和定价功能还不够强，上

海要真正成为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

价和清算中心，还有待各方面加强；金融

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也还有待加强。比如，

上海自贸区内，民营资本的金融机构不

多，非银行的金融机构也不多；金融市场

国际化程度，包括透明度等方面还不高；

对实体经济支持的力度还不够，即便市场

资金宽松，实体经济依然资金紧缺，主要

是借不起，因为融资成本相对高；金融综

合监管在渗透监管和协同监管方面应进

一步探索，建议在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

问：上海自贸区建设、全球科创中心
建设等战略，将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带来什么机遇？

答：产业结构要转型，没有科技创新

的支持很难，上海是老工业基地，是人才

的高地，不论是金融人才还是专业技术

人才都有优势，因此国家把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放在上海，具

有重大的意义。

对上海而言，因为具有自贸区改革

创新先行先试的优势，投资、贸易、金融

创新和行政职能转变等都可先行先试，

这是很大的机遇。“十二五”之前甚至“十

二五”末期，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基本上

是割裂的，“十三五”期间，通过自贸区先

行先试这条纽带，可把四个中心建设联

动起来，同时加强自贸区和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联动，加强自贸区、国际金融中心

和科创中心建设联动，联动建设有望为

金融支持产业结构转型、金融支持科创

中心建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探索

出一条创新之路。

问：今年是“十三五”的开局年，与国
际上成熟的金融中心相比，您认为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十三五”期间还需
在哪些方面发力？

答：理念上，首先要秉承“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理念。“创新”和

“开放”早就提出了，但“十三五”相较于

“十一五”和“十二五”时的“创新”和“开

放”又有新的内涵。“协调、绿色和共享”

是近几年新倡导的理念，“共享”与互联

网发展背景下的共享经济有关，“绿色”

发展则是近几年中国政府特别强调的。

习近平主席在今年G20杭州峰会上再次

大力倡导绿色发展的理念，因为绿色发

展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推进自贸区进一步创新开放，加强

自贸区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动，可

在自贸区率先进行部分人民币资本项

下的可兑换。如果说资本项下的可兑

换有时间窗口，现在不合适，那么可继

续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尤其是和“一

带一路”战略结合起来，打通人民币回

流的渠道，搭建离岸和在岸人民币产品

设计、定价和交易平台。在这个平台

上，在岸、离岸、境内和境外人民币产品

定价和交易都要打通。当然，资金大规

模进出时要有适当的措施进行预警和

监管。自由贸易账户（FT 账户）就是一

个非常好的体系，有全方位的监测、预

警和必要时收紧阀门的功能，唯一受到

质疑的就是比较复杂，未来可以尝试探

索在保持风险预警、监测、风控的基础

上，探索如何进一步降低账户体系的复

杂性和开设成本。

问：作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
核心功能区，在您看来，浦东在“十三五”
期间应在哪些方面配合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建设？

答：浦东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的核心功能区，同时上海自贸区也设在

浦东，上海自贸区和国际金融中心联动

建设方面，浦东的优势是全国其他地方

都不具备的。同时，张江高科技园区也

在浦东，因此，浦东在科创中心建设中要

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未来，浦东要继续

深化自贸区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同时要

进一步加强与科创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

的联动建设。

上海自贸区各个片区有自身不同的

优势和功能要求，在发展时既要有所侧

重，但又不能忽略联动发展。因为上海

自贸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和科创中心

建设必须联动发展，与此相应，整个浦东

要强化各个片区的联动发展。

片区内特别要强化张江高科技园区

和陆家嘴以及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联

动。目前，应将科创中心建设作为联动

发展中最重要的抓手和突破口，因为国际

金融中心到 2020年就要初步建成，而科

创中心建设则还要10至20年的时间。“十

三五”期间是最关键的打基础的阶段，要

充分发挥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和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要素市场联动发展的有利条

件，着力推进与科创中心的联动建设。

陆家嘴金融城体制改革，是政府行

政管理职能转变的重大创新，构建“业界

共治、法定机构”的公共治理框架。陆家

嘴金融城发展局和理事会今年8月成立，

到现在刚满 3个月，要给它时间，让其真

正市场化运作，推出“好评”机制，尝试建

立一套有吸引力的，引人、用人、留人、发

展人的人才服务管理机制。

科创中心创建需要营造管理更宽

松、政策更透明、机制更健全、融资更配

套、生活更便利的环境，政府行政职能管

理要与服务相结合，并注重服务的主动

性，提高服务效率。政府服务做好了、环

境营造好了、信息政策的透明度高了，一

些创新机构自然而然就来了。

值得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在体制机制

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方面的容错机制不

够健全。改革就要破除旧的制度障碍，动

一些人的奶酪，如果没有法律框架允许的

鉴别和容错机制，且一旦体制机制创新失

败，要一追到底，谁还敢改革？所以，体制

机制的创新、探索建立在法律框架内的鉴

别和容错机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福特汽车亚太区副总裁柳青：
5年前也就是2011年，福特汽车在

上海车展上正式公布“1515”战略，开启

了福特加速在华发展的全新局面。5年

来，福特汽车位于陆家嘴的亚太总部从

“默默无闻”到跻身金融城第一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之列，和金融城发展局的联系

紧密了、互动增多了，和发展局打交道的

方式，也从碰到问题寻求支持，到共同协

商、造福多方。

福特汽车亚太总部充分享受到了

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这

一发展战略带来的政策红利，并在自

身发展过程中为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

作出了贡献。在“我的城事我做主”的

公共治理框架下，实现了从自身求发

展到合力共建设的转变。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已确立了

以金融市场体系为核心的国内金融中

心地位。在陆家嘴，众多外资银行等

国际机构纷纷落户、金融机构体系健

全、对外开放程度提高、服务贸易和投

资便利化水平突出。尤其是金融服务

功能不断增强，在外汇管理改革等方

面的创新试点为总部企业的运营提供

了便利、提高了效率。

未来，福特汽车将积极履行陆家

嘴金融城理事会常务理事的职责，和

发展局及理事会成员保持密切沟通，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建言献

策，携手并进。

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总经理余亚瑞：

上海浦东可以说是应改革开放而

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中，浦东都是国家改革开放的

象征和成果，企业所处的陆家嘴更是

浦东沧桑巨变的缩影。

近几年，浦东更是在创新发展中

保持着先行者的地位，陆家嘴这样集

商业、办公、娱乐、休闲为一体的整体

区域立体开发模式，在黄浦江两岸开

发中极为罕见。

5 年来，陆家嘴变化较大的是“高

度”和“速度”，“金融活力”也是一大变

化。近两年来，陆家嘴吸引了越来越

多的新兴互联网金融企业加入，整个

区域表现出极为旺盛的新金融活力。

作为中国首家专业汽车金融公

司，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立足陆家嘴，业务网络辐射全国。2011

年，公司资产规模340亿元，覆盖322座

城市，为73.5万名汽车消费者提供了汽

车金融服务；今年的前10个月，公司总

资产规模近 800 亿元，总资产翻一番，

在全国360多座城市为近300万名汽车

消费者提供全方位的汽车金融服务。

受益于上海自贸区金改政策，上汽

通用汽车金融率先完成上海自贸区扩区

后的首笔汽车金融公司跨境人民币借款

业务，利用境外资本支持本土汽车产业

生产、贸易与消费，同时拓宽融资渠道和

降低融资成本。截至今年11月，上汽通

用汽车金融已在上海自贸区内融资158

亿元，不仅丰富了资金来源，改善流动性

水平，而且提高了汽车金融服务水平。

未来，在政策支持方面，希望能加

快金融制度创新和增强金融服务功

能，加大金融创新开放力度，实现上海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与自贸区改革的联

动。

在氛围营造方面，希望通过陆家

嘴金融城这个平台，高效地与区内外

机构进行交流，在产业链、价值链和供

应链等方面加强融合互动。

在人才配置方面，希望政府通过

建设高质量、多层次的金融人才公寓，

提供个性化、优质化的服务。

花旗银行(中国)副行长裴奕根：
陆家嘴在近 5 年的时间内积极拓

展“金融城”功能，吸引了越来越多金

融机构的入驻。2015年上海自贸区扩

区后，陆家嘴片区也正式加入了自贸

区版图，在金融创新和金融改革等多

方面担当领头羊。

2011 年以来，随着人民币国际化

的进一步推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开

始在全球范围内大量使用人民币，引

进来的跨国企业在国内的资金中心、

资金池也开始尝试和海外的共享中心

或资金中心连接。所有走出去和引进

来的跨国企业，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

调动人民币资源。与此同时，海外先

进的财资管理工具也跟随人民币国际

化进入中国。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深

入推进，与人民币产品创新、定价、交

易、清算相关的国内外金融机构进一

步加速向陆家嘴布局。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以及上海自

贸区的建设联动发展下，上海金融市

场的开放度、透明度和监管方式较之

前有了更大的提高。自2013年9月以

来，一系列的自贸区金改政策的试点

和管制的放松，都体现了这一趋势。

花旗银行是首批获准在自贸区建

立分支机构的两家外资银行之一，这

反映了花旗银行对自贸区发展的信心

以及在中国长期发展的承诺。花旗银

行致力于金融市场产品创新，服务中

外资大型跨国企业的全球现金管理，

并且支持总部经济和财资中心的发

展。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持续推

进过程中，企业在一系列金融创新方

案下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资

金效率的提升，以及融资成本、汇兑成

本和跨境收付成本的降低。同时，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也为银行的发展

带来契机，尤其是银行在支持企业建

立财资中心以及提升财资管理过程

中，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比如提

供个性化的产品，为银行带来更多客

户资源的同时，也促进银行积极开发

创新产品。

未来，希望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

建设中，能够发布与升级更多与金融

相关的政策，同时能有更多的惠及区

内企业的政策出台，也希望相关政策

能得到更多部门的协同支持。如政策

能够在包括人民银行、外管局、银监

会、税务局、海关等方面协同发布，进

一步服务于实体经济，更好地促进企

业将其全球结算中心、财资中心搬进

自贸区。

此外，在离岸税收方面，也有进一

步的期待。在上海市银行同业公会的

组织下，花旗银行牵头多家商业银行，

对离岸业务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了研

究，对比分析了多地的现行税收政策，

以鼓励离岸业务发展为宗旨，提出上

海自贸区内可能实施的税收优惠政

策。希望在不影响税基的前提下，能

够降低企业跨境资金流动的税负，促

进企业将财资中心迁入陆家嘴金融

城，助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文字整理 本报记者 张淑贤

自贸区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联动
浦东大有可为

专访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究院执行院长 赵晓菊

“十二五”期间，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区，浦
东着力推动金融市场深化，集聚高能级金融机构，推动
金融改革创新，优化政府服务和监管方式，金融业发展
取得重要进展。“十三五”期间，面临上海自贸试验区和
上海科创中心两大战略新机遇，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将如何发力？近日，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研
究院执行院长赵晓菊教授接受记者专访，就“十二五”期
间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成就、存在的不足以及未来应着
力发力的领域给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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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家嘴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主战
场，在“十二五”期间，金融城的企业是如何借助
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政策实现自身业务发
展的，在“十三五”期间又有什么期待？听听金
融城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相关负责人如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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