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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
参与方，在财富管理、风险、金融人
才等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中
新资本市场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

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与新加坡
金管局共同努力，从四个方面深化中
新资本市场的合作，更好服务“一带一
路”建设。

一是开放新品种，提升期货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如绿色金融、
金融科技、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证券
化，以及支持有序扩大商品期货市场
的开放，支持商品期货交易所推出更
多特定品种。

二是打造新工具，创新金融产品
和金融服务。鼓励金融机构根据中新

互联互通项目规划，设计个性化、差异
化、定制化的金融产品，精准高效提供
金融服务。

三是健全新机制，推进中新资本
市场的务实合作。证监会将与新加坡
金管局一起，推动双方跨境投融资、金
融机构辐射和金融要素市场的互联互
通。

四是借助新平台，推动陆海新通
道建设。依托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平
台，支持资本市场的开放政策在重庆
落地，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阎庆民：

深 化 中 新 资 本 市 场 的 合 作 前 景 广 阔

金融互联互通 服务“一带一路”

金融开放创新助推陆海新通道建设
本报首席记者 陈钧 记者 黄光红

11月4日下午，2019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金融峰会（简称中新金融峰会）在重庆悦来
国际会议中心开幕。

开幕式上，国内外嘉宾围绕“金融互联互通·服务‘一带一路’——金融开放创新助推陆海新通道”主
题发表演讲，为共同推动金融服务“一带一路”向更高层次、更深程度、更广范围迈进贡献智慧。

在推进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
互通示范项目进程中，陆海新通道形
成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将中国
西部和东盟之间的货物运输时间
从传统路线的2-3周缩短至短短的

1周，使得过去两年间沿线铁路货运
量增长了20倍。

未来，陆海新通道基础设施建设
所需资金仍相当可观，这需要更加开
放、更加便利的跨境融资渠道。为进
一步扩大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金融支
持给陆海新通道沿线带来的效益，我
建议，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设立一
个专门的外债配额，用于支持陆海新
通道建设。

此前，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下曾
设有专门的外债配额，加快了跨境融

资的审批工作。同时，也使得来自中
国、新加坡等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能
够及时利用有利的海外金融条件融
资。但是现在，这个外债配额已经用
尽，是时候重新启动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下的外债配额了。并且，还要将外
债配额扩大，以覆盖陆海新通道绿色
金融领域以及位于东盟的“一带一路”
建设。

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更专
注于对中国及东盟来说都很重要的项
目建设。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行长孟文能：

设 立 外 债 配 额 支 持 陆 海 新 通 道 建 设

中新金融合作是中新互联互通项
目的重要领域，重庆区位优势突出，战
略地位重要，为中国与新加坡及东盟

各国拓展金融合作创造了良好的条
件，为中外金融机构创造了许多业务
机会和宽广市场空间。

支持好、服务好重庆的开放发
展，并以重庆为支点，推进金融业的
开放发展，是金融部门的责任和义
务。中国人民银行和新加坡金融管
理局一起，支持重庆拓展深化中新金
融合作。

一方面，将加大对重庆构建内陆

开放高地和内陆国际金融中心的政策
支持。优化本外币跨境融资和资金管
理政策，支持重庆自贸试验区开展更
多的金融创新，支持设立陆海新通道
人民币国际投资基金试点本外币合一
的账户体系。

另一方面，将加大对重庆经济社
会发展的金融支持。重点支持陆海新
通道的建设，支持重庆发展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

支 持 重 庆 拓 展 深 化 中 新 金 融 合 作

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阶段
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运行中还
存在巨大的金融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满
足，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市场空间。

机遇主要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

产业升级和转移，工业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应用方兴
未艾，产业链重塑，推动跨国企业和
中国中东部企业重新布局，中西部地
区面临双重机遇；二是民生和社会发
展需求，伴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和消
费升级，养老、家政、托幼等服务的
市场前景广阔，投资缺口极大；三是
普惠金融、民营小微企业、“三农”金
融服务领域虽有显著改善，但仍有
差距，发展科技金融、供应链金融大
有作为；四是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和

“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融资需求
旺盛，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良好的机
遇。

重庆具备完整的工业产业链条、
良好的金融环境和优秀的人才基
础。期待未来进一步发挥中新金融
合作与重庆自贸试验区的联动效应，
以重庆为重要支点，促进东盟国家
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双向开放，形
成物流、信息流与资金流的高效率、
低成本循环，实现金融与实体经济
的双丰收。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黄洪：

四个因素为金融机构带来新机遇
多年来，国家开发银行把服务共建

“一带一路”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有机

结合起来，在助力重庆开放发展、推进
陆海新通道建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譬如，我们在重庆举办了中国中东
欧银联体金融合作圆桌会议，牵线搭桥
中东欧国家与重庆之间的合作，鼎力服
务重庆企业走出去。数据显示，国家开
发银行围绕推动陆海新通道建设，累计
支持各类项目超过120个，为重庆高速
公路、轨道、铁路等领域提供了长期的

低成本资金超过1600亿元。
下一步，国家开发银行将以此次

中新金融峰会为契机，持续加大对陆
海新通道建设的支持力度，更好促进
重庆的开放发展，推动中新各领域合
作走深走实。一是充分用好“一带一
路”专项贷款；二是加强战略规划研
究；三是持续提升综合金融服务水平；
四是不断加强银行和政府的合作。

国家开发银行党委副书记欧阳卫民:

持续加大对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支持力度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合作前景广
阔，大有可为。

重庆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承
担着重要使命，可以借助新加坡的
优势，更好建设“一带一路”经济贸

易的桥头堡，连接陆海新通道；新加
坡是亚太地区重要金融中心，可以
借助中国更高水平开放的大趋势，
以及重庆连接和辐射“一带一路”的
重要功能，更好发挥在全球经济中
的作用。

未来，双方可以继续把中新互联
互通项目作为开放的平台、政策创新
平台，与重庆自贸试验区建设一起谋
划、共同推进，进一步挖掘各自优势，
开展更多务实合作，更好服务两国企
业。在此基础上，形成更多可复制、可

推广的成功经验和创新成果，辐射带
动中国中西部地区与新加坡及东盟地
区的交流合作。

下一步，商务部将继续发挥好中
方牵头部门作用，与重庆市和相关部
门一道，落实中新两国领导人重要共
识，加强重点领域合作，加大建设投
入，推动重点合作项目机制升级，共
同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打造成为两
国合作的新亮点，共建“一带一路”的
新平台和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
新示范。

商务部财务司副司长袁晓明：

将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打造成为中新合作新亮点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是中国与东盟
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新加坡
在东盟地区具有特殊的地位和独特的
优势，中新金融机构之间开展合作，不

但有利于中新双边经济的发展，还能
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发展提供支
持。

重庆处在中国西部地区开发开
放的前沿，近年来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重庆的区位优势和发展定
位，为大通道、大通关项目建设，包
括航空枢纽、沿江港口、物流园区、
保税园区等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释放
对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地区的辐射及
带动作用。

重庆也非常重视信息技术发展，
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快
速发展，其应用可以更加精准有效地
提高金融服务质量，提升基础设施信
息化、数字化的水平，促进中新之间、
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物流、信息流、资金
流更加顺畅地汇集。尤其重要的是，
利用信息技术可以破解信息不对称等
难题，吸引更多金融资本投入实体经
济，让更多的民间资金加入“一带一
路”建设。

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晓炼：

利用信息技术吸引更多民间资金加入“一带一路”建设

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柬埔寨
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受益良多。

譬如，公路、港口、铁路、桥梁以及

水电站等基础设施项目，不仅仅联系
了中国与柬埔寨，同样也联系了柬埔
寨与其他邻国。

目前，柬埔寨正在开发标准的二
维码，从而更好地支持二维码支付项
目。这是柬埔寨与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的金融互联互通方面取得的进展，将
有助于相关国家推进使用本币及人民
币进行跨境结算。

从地区的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建

设同样也能够造福柬埔寨以外的其他
东盟国家。目前，东盟国家支持东盟经
济一体化，而东盟要实现经济增长，需
要更好的基础设施支撑，以提高地区竞
争力。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对于

“一带一路”建设的投资提供了一个渠
道。允许东盟以及东盟成员国获得足
够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克服基础设施
方面的挑战，将极大地有利于东盟成
员国之间及东盟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柬埔寨国家银行（央行）副行长妮占塔娜：

“一带一路”倡议让柬埔寨受益良多

目前，中国已成为老挝最大的投
资国以及第二大贸易伙伴。2018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 34 亿多美元，比

2017年增长15%。中国对老挝的投
资也使得老挝经济增长加快。

在金融方面，一些中国的银行包
括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老挝设立了
分支机构，中老还设立了合资银行，这
些银行在老挝非常活跃，尤其在跨境
贷款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去年支付宝
还跟老挝的三家银行进行合作，为中
国消费者提供跨境支付服务。

重庆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一个枢

纽，重庆和老挝的经济贸易合作已经
有一定基础。重庆对老挝在水电、贸
易、教育和文化领域都有投资，此外老
挝和重庆正在规划直航。

要不断扩大中国和东盟之间的金
融合作，就要加强重庆和老挝之间的
交通联系及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多式
联运。此外，重庆和老挝还可以不断
加大双边投资，双方的金融机构可以
共同合作，扩大投融资。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央行）副行长瓦塔纳·达洛伊：

老 挝 和 重 庆 正 在 规 划 直 航

金融创新的速度在不断加速。10
年前，金融创新需要5年时间落地，现

在，可能一年半就可以落地。未来，新
技术在金融体系的创新中将发挥更加
积极的作用，可能出现颠覆性的创新。

如何做好金融创新？信任是至关
重要的，因为信任是金融服务的基础。
在美国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
中，人们对于金融体系的信任丧失了，
尤其是散户投资者，不信任产品的提供
者，这导致了众所周知的严重后果。

吸取教训，我们需要加强监管，监
管是重获信任的一个关键方法。我们
需要在消费者与供应商之间、消费者
与监管者之间，以及监管者和供应商
之间，建立一个信任三角。

不过，对金融的监管要适度。如
果监管过强，反而可能会阻碍技术的
使用，成为技术创新落地的一个障碍。

（本版图片均由记者张锦辉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

金 融 创 新 需 要 适 度 加 强 监 管

中国农业银行一直是“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新互联互通项目的积极践行

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农行已
累计为企业“走出去”办理境外项目贷
款等各类融资超过2000亿美元，提供
跨境结算服务超过3000亿美元。

围绕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近三年
农行已累计为100多家企业和项目投
放贷款超过1000亿元。为果园港、重
庆保税港区、西永微电园等重要开放
平台提供中长期建设贷款300多亿

元。同时，中国农业银行还充分发挥
自身的综合化经营优势，通过债券、信
托、理财融资和基金等多元化融资方
式，为中新互联互通项目贡献力量。

下一步，中国农业银行将通过推动
服务机制创新、强化融资服务渠道创
新、探索物流金融的服务创新、加快“供
应链+国际贸易”的服务创新，来推动中
新互联互通项目驶入发展“快车道”。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青松：

围绕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投放贷款超 1000 亿元

中国建设银行1998年就在新加
坡设立了分行，2017年成立了总行级

基础设施建设服务中心，立足东南亚
地区重要节点，为“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项目相关企业提供造价咨询、项目
融资等综合服务。

2016年，建设银行率先在重庆成
立总行级中新（重庆）互联互通跨境金
融中心。上个月，在重庆市政府举办
的合作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框架协议
签字仪式上，作为唯一受邀签约的金

融机构，建行组织通道沿线的13家分
行以及4家东南亚地区境外机构，共
同签署了金融服务陆海新通道建设框
架协议。率先建立全域覆盖、跨境延
伸、集团协同的金融服务机制。

未来，建设银行还将进一步助力
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和陆海新通道建
设，积极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

中国建设银行监事长王永庆:

为 陆 海 新 通 道 建 立 金 融 服 务 机 制

丝路基金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
诞生的，自2014年成立以来，已签约
34个项目，承诺投资金额约123亿美
元，其中含300亿元左右的人民币。

投资领域覆盖了东南亚、南亚、中亚、
西亚、北非、俄罗斯、欧洲、北美以及南
美地区。

过去几年中，丝路基金也积极支持
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发展。新加坡
既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享有世界陆
海空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又拥有完
善的软件配套，在全球经济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重庆则是“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也是中国西部
地区与东南亚国家互联互通的着力

点。丝路基金作为专门为“一带一路”
倡议而设立的中长期股权投资机构，服
务陆海新通道建设是应尽的责任。

目前，丝路基金正在与重庆江北
机场、新加坡樟宜机场探讨共同合作，
重庆机场与樟宜机场已有合作基础，
在本届峰会上，我们共同签署了合作
意向书，丝路基金的加入将形成三方
优势互补和战略协同，提升重庆与包
括新加坡在内的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互
联互通水平。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谢多：

正与重庆江北机场和新加坡樟宜机场探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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