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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嘴集聚全球金融资源
打造金融中心核心区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黄光黄光红红

1月24日，一条重磅消息，令人们看到
了重庆发展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的决心：

江北嘴投资集团将出资10亿元，设立重
庆两江新区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基金，并将于
近期启动。

这支基金将采取母子基金的两级架构设
立，以大健康、云计算、新兴物流和新兴金融
等新兴服务业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其母基
金管理人，将由江北嘴投资集团旗下的江北
嘴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

不难想象。不久之后，随着该支基金正
式启动，重庆的战略性新兴服务业发展将

“再添一把旺火”。而致力于打造国内重要
功能性金融中心核心区的江北嘴，则成为这
把旺火的“点火人”。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金融活、经济
活；金融稳、经济稳。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
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不久前
召开的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和全市金融工作
会议，都对金融服务重庆实体经济作出了明
确要求。

知晓责任，使命在肩。江北嘴投资集团
一直在抢抓机遇，一手做大做优金融产业，
一手服务实体经济，推动江北嘴金融核心区
快速崛起为重庆乃至西部的金融地标。

“下有陆家嘴，上有江北嘴”这句早已在
金融圈内广为流传的口号，正逐步变为现
实。作为中西部地区唯一一个国家级战略
金融中心，江北嘴显
然已不仅仅是重庆
的江北嘴。

去年7月，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
系统公司宣告落户江北嘴。随后，相关
筹建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江北嘴投
资集团正是筹建方之一，并且还出资
2500万元成为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
系统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据悉，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
公司是上海保险交易所下属公司，同
时，也是重庆的首家全国性金融要素平
台。其正式运行后，将构建起一个集保
险资产交易、转让、登记、结算和征信等
于一体的全国性金融市场。

在业务方面，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
易系统公司将与上海保险交易所共同
促进、错位发展。目前，相关各方正按
开业运行的要求，积极准备系统验收、
人员配置等工作。最快今年上半年，中
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公司就将正
式开业。

“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公司
开业后，可以和上海保险交易所形成

‘首尾联动’，共同盘活全国高达15万

亿元保险资产，为全国各行业甚至‘一
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多的保险服务和保
险资金支持。”江北嘴投资集团相关负
责人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中保保险资产
登记交易系统公司有望成为重庆最具
发展潜力的要素市场之一。

要素市场是衡量一个城市金融业
发展的重要指标。北京、上海和深圳之
所以能成为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就与新
三板、上交所和深交所等要素市场有很
大关系。

正因为如此，在打造国内重要功能
性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重庆将建设要素
市场作为了重要举措之一。据不完全
统计，目前重庆市登记在册的交易所数
量已经达到16家左右，金融要素市场
结算规模突破5万亿元，在中西部地区
处于领先位置。

这种背景下，江北嘴近年来也在引进
要素市场方面发力，并实现了重大突破。

2017年，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
系统公司落地江北嘴。如果加上2008

年挂牌成立的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江
北嘴在要素市场方面已逐步成为重庆
市的“领头羊”。

江北嘴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认为，
上述两大要素市场的落户，不仅对江北
嘴打造国内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核心
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
将在江北嘴优化配置资源方面起到导
向作用。

按照
计划，未
来，江北
嘴投资集
团仍将着
力引进要
素市场，
进一步提
升江北嘴
在金融领
域服务能
力和影响
力。

发展要素市场，提升金融中心辐射力

远看江北嘴，高楼大厦鳞次栉比。
每当夜幕降临，不少高楼顶上就闪烁着
五光十色的金融机构招牌，格外引人注
目，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江北嘴投资集团提供的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年底，江北嘴2.26平方公
里的热土上已集聚了1790家企事业单
位，其中有25家世界500强、35家中国
100强企业。这些企业中，有金融企业
约180家，金融资产总规模突破1.2万
亿元。2017年，江北嘴实现金融业增
加值136.8亿元，同比增长26.6%。

一连串闪亮数字的背后，是江北嘴
拥有完善的金融体系。据了解，经过多
年的开发建设，江北嘴已经基本形成了
以银行、证券、保险等大型金融机构为
主体，基金、小贷、租赁、保理、股权投

资、要素市场和资产管理等新型金融机
构为辅助的现代金融产业体系，区域影
响力、辐射力正日益增强。

江北嘴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目前落户江北嘴的新型金融企业已超
过130家。“新型金融已与传统金融形
成了竞相发展的合理格局，两者相得益
彰，让江北嘴在满足传统金融需求的同
时，也能跟上时代步伐，进一步提升了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除了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总
部的不断落户，也是江北嘴打造国内重
要功能性金融中心核心区的主要支撑。

2017年2月，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
司正式落户江北嘴金融城2号。这家
拥有西部首张由银监会批准的汽车金
融牌照的企业，专业为汽车经销商及机

构和个人消费者提供全国性、全品牌、
全车型的汽车金融服务，业务发展势头
良好——截至2017年11月，已累计为
客户融资900多亿元。

这并非个案。据统计，在落户江北
嘴的金融企业中，外资金融机构总部有
4家，全国性、区域性、功能性金融机构
总部超过48家，占比超过26.6%；全国
性金融机构总部和区域性、功能性金融
总部数量占全市的三分之一。江北嘴在
全市金融领域的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2017
年9月发布的第九期“中国金融中心指
数”显示，在31个纳入评价的城市中，
重庆的金融中心综合竞争力名列第
八。而重庆能够夺得这一名次，江北
嘴功不可没。

实力凸显，现代金融产业体系基本形成

善借政策之势，是江北嘴金融核心
区悄然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2010年，两江新区获批成立，江北
嘴成为其金融组团的核心地；2015年，
市政府明确了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打
造成为全国重要功能性金融中心核心
区的发展定位；2016年，江北嘴被确定
为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
目的重要承载地；2017年，中国（重庆）
自由贸易试验区挂牌成立，江北嘴再次
被确定为核心区。

坐拥四大政策红利，江北嘴逐渐成
为内陆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发展机遇
越来越好。而肩负江北嘴中央商务区
开发建设重任的江北嘴投资集团顺势
而为，积极推动打造开放的金融平台，
构建外向型金融体系，集聚全球金融资
源为江北嘴所用。

2016年4月，中新互联互通股权投
资基金在江北嘴成立，预计总规模将达
到约1000亿元。该基金由中国和新加
坡双方金融机构、投融资企业共同出资
设立，按市场化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共同
参与，重点投向金融服务、航空旅游、交

通物流和信息通信等领域。截至目前，
其已在信息科技、基建、教育、交通等领
域储备了超过51个项目，实现投资超
过57亿元。

2017年5月，重庆江北嘴国际投融
资路演中心正式上线。作为重庆市金
融开放创新的重点项目，该路演中心由
重庆市金融办和新加坡交易所规划指
导，江北嘴投资集团牵头组建。其致力
于架起境内外金融市场的桥梁，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中国（重庆）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
范项目，帮助国内企业走向国际资本市
场进行多元化融资。

目前，亚洲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交易
所——新加坡交易所，已在路演中心开
设了专题网页，并发布了证券、债券和
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等融资
产品介绍。国内企业要想去新加坡融
资，可直接对接路演中心，该中心可为
企业跨境融资提供全周期金融服务。

借助政策带来的机遇，江北嘴投资
集团还将多家结算型金融机构成功引
入了江北嘴。

2017年4月，中国（重庆）自由贸易
试验区刚挂牌不久，交通银行就将总行的
离岸结算分中心迁至江北嘴。近一年来，
这个离岸结算分中心在人民币跨境适用、
外汇交易制度改革、大宗商品融资服务
交易服务平台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试点，
帮助不少重庆企业解决了在“走出去”
过程中面临的境外融资、跨境资金管理
以及财务运营成本控制等方面的难题。

2017年8月，中信银行国际业务运
营中心开始在江北嘴试营业。目前，该
国际业务运营中心已开展了包括跨境结
算、融资和交易等全方位的国际业务，并
已集中了兰州、昆明、南宁等多家分行的
国际业务。未来，中信银行全国各地分
行的国际业务，将陆续向这里集中。

江北嘴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建设以结算型金融机构为主体的外向
型金融体系，是重庆打造国内重要功能
性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未来，随
着国家对外开放格局深入拓展、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加快，江北嘴更有希望利用国
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发展开
放型经济，早日建成金融中心核心区。

借政策之势，打造外向型金融体系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继重庆渝富和重庆信托之
后，又一家渝企把目光瞄准了金融控股集团。重庆日报记
者1月24日从江北嘴投资集团获悉，该集团正在由政府投
融资平台向金融企业转型，未来目标是打造金融控股集团。

江北嘴投资集团成立于2004年，是一家具有投融资功
能的国有独资企业，过去主要承担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的土
地储备整治、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筹措、整体开发及管
理等任务。近年来，随着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市政基础设施
逐渐建成、功能日益形成，该集团加快转型之路，大胆涉足
金融领域，多方拓展金融业务。截至目前，旗下设立或参股
的金融类企业已达10余家。

这些金融类企业包括：西南证券、重庆战略性新兴产业
股权投资基金、两江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基金、重庆富城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中保保险资产登记交易系统公司、两江金
融公司、江北嘴国际投融资路演中心等等。其中，江北嘴投
资集团管理的两江金融公司，又相继入股了渝农商金融租
赁、阳光渝融信用保证保险、联创共富基金、联顺页岩气创
投基金和重庆物流金融服务等多家金融类公司。

随着涉足的金融业务越来越多，江北嘴投资集团的金融
产业已初具规模，初步具备了向金融控股集团迈进的条件。
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该集团金融资产已近100亿元，占总资
产的近30%，金融业务已成为其利润的重要来源之一。

江北嘴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该集团将围绕
着打造金融控股集团的目标，继续拓展金融业务。目前，正在
推进几个大的金融项目。比如，与新加坡金融机构联合在渝组
建合资证券公司，与邮储银行携手设立金融租赁公司等。

转型谋发展

江北嘴投资集团
欲打造金融控股集团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通往码头的老石阶，公园里
的露天电影，老式的居民楼……这是属于江北城的记忆。
如今，人们记忆中的老江北城已然远去，江北嘴的面貌焕然
一新，成为重庆城市变革中的一张名片。

作为一个老城，江北城承载了重庆人的美好回忆。但
作为一个聚集了十几万人、危旧房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
的老城，江北城恶劣的环境却让人不堪回首。

2002年12月，江北城旧城改造工程宣布启动。2004
年，为打造重庆中央商务区，将江北嘴建设成国内重要功能
性金融中心核心区，江北嘴投资集团应运而生。从那时开
始，该集团就肩负起了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和南岸区广阳岛
的统一规划、整体拆迁及整体开发建设重任。

10多年来，江北嘴投资集团累计投资近200亿元，相继
完成江溉片区和广阳岛整体征地拆迁、市政基础设施建设，
建成重庆大剧院、江北嘴中央公园、江水源工程等一批市级
重点项目。截至2017年年底，江北嘴金融核心区已建成市
政道路25公里，并开通了轨道6号线。同时，累计实现开工
面积约775万平方米、竣工面积约367万平方米、154栋高楼
竣工封顶。目前，已有金融城、国金中心、财信广场、力帆中
心、锦嘉国际大厦和重庆农商行大厦等多个项目投入使用。
千年水码头，已摇身一变成江北嘴中央商务区、重庆金融地
标。一个崭新的现代化都市繁华区，正在江北嘴强势崛起。

在打造金融新城的同时，江北嘴作为重庆城市文明的发
源地也得以延续。如今，有着上百年历史的基督教堂和天主
教堂已经得到修缮，三洞桥民俗风情街、科技馆等也相继建成。

接下来，总投资5.69亿元的江北嘴滨江段消落区综合
治理项目，将于2018年春季启动建设。预计两年之后，将
建成7个广场和8处亲水平台，使江北嘴滨江段消落带变成
岸线美化、休闲赏景的好去处。

在探寻城市建设的路途上，江北嘴还借势长江、嘉陵江
交汇的天然优势，以“产城融合、智慧升级”的城市规划，将
国家级的山水园林新区努力建设成为“一半山水一半城”的
大美生态新城。

譬如，江北嘴中央公园占地130多亩，其中超过一半的
面积是绿意盎然的青草地。同时，公园的景观主轴线还将
公园、重庆科技馆、重庆大剧院、夏太祖明玉珍墓连成一线，
并与南山观景台、朝天门码头、洪崖洞遥相呼应，成为市民
周末休闲的好去处。

让人惊奇的是，由于使用了集中供冷供热系统，江北嘴金
融核心区虽然高楼林立，却没有一台空调外机。每到夏季，
400万平方米的公共建筑更是享受到绿色环保的“水空调”利
用江水带来的清凉。与传统空调相比，“水空调”不仅避免了噪
音、热排放、空气污染等弊端，还比传统空调节电30%以上。

这一切，营造出了优良的招商安商环境，吸引着众多金
融机构纷至沓来。

旧貌换新颜

危房聚集区变身
重庆金融地标

江北嘴中央公园，一市民在骑车锻炼。记者
巨建兵

摄

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管理局揭牌暨

项目签约仪式举行，引来关注。记者
张锦辉

摄

走进江北嘴金融城走进江北嘴金融城。。 张清善张清善 摄摄

江北嘴的江水源热泵集中供冷供热系统1号能源

站稳定运行。

记者
张锦辉

摄

江北嘴金融中心江北嘴金融中心。。 记者记者 牛强牛强 摄摄

“厉害了我的国”、“辉煌中国”等字样的图像，在江

北嘴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上滚动播出，吸引了不少市民

和游客驻足观看。

记者
谢智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