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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建设
与首都经济优化发展研究
王华民
( 国富期货有限公司,辽宁大连 116023)
摘摇 要:经过近十年来的大力发展,北京金融产业增长迅速。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北京市在金融领域的发
展还存在较大拓展空间。 金融产业的发展将对首都经济优化发展和增长方式科学转变形成巨大推动力。 因此,在
“ 十二五冶 时期,加快北京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建设,对实现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构想具有重要作用。 该文在分
析了北京金融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北京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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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摇 首都金融产业发展现状概述
1. 1摇 四大优势

国际金融中心典型的金融交易场所,而金融市场的
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到北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
和阶段

第一、北京既是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所在地,又是

第二、北京金融机构结构不够合理,表现为中大

大型中资金融机构总部和最大的国内公司总部所在

型机构多而中小机构少,内资机构多而外资机构少,

地,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金融决策、管理、信

金融产业链不够完整。

息、服务四大中心。 金融机构高度聚集是国际金融

第三、北京明确定位国际金融中心时间短,规划

中心建设的必备条件。 北京的金融资产总量占全国

建设起步晚,非金融部门及其它行业针对金融产业

金融资产总量 40% 以上。

第二、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国际交往在国内首屈

一指,有较高的国际知名度,是中国最大的国际跨国

发展在首都经济中战略性地位认识不足。
1. 3摇 两大发展机会

第一、中国作为迅速发展的世界大国正在崛起,

公司总部所在地。 目前伦敦金融城国际金融中心指

在十二五期间得力于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总体进

数研究报告已将北京列为国际级金融中心进行研

展,有利于北京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究。

第二、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和环渤海区域开发的
第三、北京以金融中介、文化创意、科研设计等

积极推进及高铁的快速发展,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

为代表的高端现代服务业发达,整体产业层次和综

晋冀蒙大首都经济圈正在迅速形成,北京的地方类

合经济实力较高,众多大企业、大财团和大机构的聚

和外资类金融机构及配套金融中介机构发展空间巨

集,产生强烈的金融服务需求。

大。

第四、北京有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整体规划和
金融街及 CBD 的金融中心发展基础。

1. 4摇 国内两个主要的竞争城市

上海。 国务院 2009 年批复上海建设国际远航

1. 2摇 三大劣势

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方案,上海证券交易所、

市场种类与层次比较单一,缺乏证券、期货、黄金等

等现货交易所的设立先机及迅速发展,特别是宏大

第一、北京还未形成完整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

中国金融和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上海黄金、石油、钢材
世博会的成功举办,使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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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利,对外资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总部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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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天津滨海新区已成为中国最大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国务院 2009 年已批复要努力建设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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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和全国金融改革

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

创新基地,势必形成对北京的分流效应。

2. 3摇 北京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区内定位

2摇 北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选择
北京构建国际金融中心是为了满足国内外经济
发展需求 ,这也就决定了北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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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北 京 的 金 融 资 源 主 要 集 中 于 金 融 街 与

CBD 中心,金融街聚集了国家级金融监管和决策机
构,是北京建设国际化金融中心的核心区域。 CBD

是北京国际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国际资源相当丰富,

该具备多重功能,不仅要满足国际经济合作和金融

已成为国际金融机构进入北京的首选办公地,正是

交流的需要,还要考虑与国内其他金融中心城市之

这两种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北京市作为国际金

间的分工问题,应该特别注意与现有的上海和天津

融中心的内涵更加丰富。 因此在把北京建设成为国

金融中心定位是否重叠的问题,以避免资源浪费。

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应该注重这两个具备不同金

同时还要处理好自身发展与周边津晋冀蒙经济发展

融资源的城市功能区间的配合问题,应该充分发挥

之间协调的问题,因此北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应该

各自优势形成集合效应,以加快北京市建设国际化

在国际间、国内以及区域内有三重定位。

金融中心的步伐和质量。

2. 1摇 北京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际定位

根据伦敦出版的《 全球化金融中心指数》 分类

方法,国际金融中心按照覆盖区域面积的大小分成
三个级别:即全球性金融中心、洲际性国际金融中
心、一国对外的国际金融中心。 而北京则有可能依
靠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及其独有的监管、管理和信息

3摇 北京加快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对策建议

3. 1摇 提高北京市、区两级政府和非金融部门对加快
发展首都金融经济的认识

摇 摇 充分发挥北京市金融局和各区金融办的政府服
务和协调职能。 通过每年一次的首都金融博览会和

优势成为亚洲时区的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也不难发

每年在北京科博会( 周) 中常设“ 北京资本市场发展

现北京金融产业起步比较晚,监管和相应法规体系

高端国际论坛冶 等机会,向国内外充分展示北京建

尚未建立完善,与目前国际金融中心比较还是有较

设国际金融中心的条件和信心。

大差距的。 因此北京在十二五期间应该利用自身丰

3. 2摇 制定有北京特色的政策措施,大力发展属地的

沛的金融资源,在立足于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和金融
交流中心的基础上,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展成为洲际
性或区域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
2. 2摇 北京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国内定位

北京和上海是中国内地最国际化位的两座城

金融要素市场

摇 摇 努力促进中关村代办股份转让试点市场尽早发
展成为国家统一监管下的全国性场外交易市场的主
场所和管理总部,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首都投融资
市场体系,有利于更多北京的优秀企业尽早上市。

市,两个城市在金融人才优势、第三产业发达程度、

尽快提升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市场地位。 一是对

科技与文化的发达程度等指标方面基本相当,都具

北京产权交易所进一步增资扩股,形成由北京市国

备成为金融中心的条件,但是两个金融中心城市优

资经营公司相对控股和主导同时市场化运作的新机

势各不相同,上海拥有全方位金融市场体系,但是缺

制。 二是以北京产权交易所为主,发起设立林业、矿

乏金融决策能力,城市金融功能更加倾向于金融市

业、文化、知识产权、国际版权等具有北京特色的专

场的交易功能,而北京拥有源于决策中心和信息中

业型高端产权交易场所。

心的优势带来的先天禀赋优势,但是缺乏金融产品

稳步发展北京大宗商品交易所、全国棉花电子

交易能力,城市金融功能侧重于金融市场的宏观调

交易市场、北京技术交易中心等交易市场平台,实行

节功能和信息集聚功能,因此为了避免城市功能叠

管理和产品创新,努力发挥商品和信息交易市场的

加而造成资源浪费,在今后建设金融中心的过程中,

金融效能。

两个城市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在功能定位上有

3. 3摇 建立健全聚集国内一流和国际优秀金融人才

所区别,形成互补,上海应该建设成为一个交易功能
比较齐全的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而北京有可能成
为一个金融宏观调节功能和信息集聚功能比较强大

的吸引机制

摇 摇 国际金融中心的活力和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
取决于高端金融人才的数量和质量。 丰富的高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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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人才是北京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 首先,北
京应率先在高端金融人才引进方面打破现有的“ 政

3. 6摇 积极发展有首都优势的金融科技和金融文化
两大高附加产业,突出金融产业对北京科技创新企

策制约冶 ,在进京户口、高管奖励、社会地位等方面

业和文化创意企业的全方位立体支持及服务

立健全高、 中、 低端三方面金融人才的 培养体系。

支行和文化支行。 探索发行针对科技创新企业和文

给予与上海、深圳同等优惠的政策倾斜。 其次,要建

摇 摇 鼓励北京市的各类商业银行开设有特色的科技

第三,市、区两级政府中均应配备有金融高管资历和

化创意企业的集合债券、信托产品和银行理财产品,

丰富管理经验的金融领导干部;市、区两级政府出资

增加首都居民和单位的投资渠道来支持北京科技创

或管理的国有金融企业的主要负责人要在全球公开

新企业和文化创意企业的加快发展。 探索发展商业

招聘和考核任用。 引进金融人才重点是金融机构的

银行并购贷款业务,为科技和文化企业并购活动提

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领军人才,如精算师、高级投行

供资金支持。

经理、投资总监、基金经理等。
3. 4摇 通过注册补助和税收返还等合法有效措施培
育和引进有活力的国内外金融机构,加快建设良好
的金融基础设施
摇 摇 培育优质金融生态环境来引进大量治理结构善

3. 7摇 尽快建立京津金融合作机制,增强首都金融的
区域辐射能力,大力推进京津塘经济一体化全面发
展
摇 摇 大量金融总部积聚是北京市能够成为国际金融
中心的必要条件,但是总部机构往往出于经营稳健

有核心竞争力的中外金融机构,使北京成为各类外

性角度考虑,导致金融创新动力不足,而通过与天津

资金融机构( 不仅仅是银行) 的亚太区总部和功能

滨海新区金融机构的合作,则充分可以利用政策的

型分支机构入驻中国的首选之地。 对非北京属地的

倾斜进行金融创新,突破一些不合理的束缚,降低北

国内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期货公司、保险
公司、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在京设立分支机构稳步
开放,不搞地方保护。
鼓励发展高质量的金融中介机构,建立金融咨
询信息平台和全球金融信息服务市场。 如积极发展
各类会计、律师和审计等事务所,评估、征信和清算
机构,融资担保、消费信贷、金融租赁和小额贷款等
金融服务类公司,金融媒介和论坛、金融软件和数据
分析等专业服务类公司,增强行业自律。

京总部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成本和风险。 京津金融
跨区合作一旦形成,将会对整个环渤海经济圈产生
巨大影响。
3. 8摇 加强金融监管和法制建设,积极改善金融发展
环境

摇 摇 北京要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机制,建立贴

近市场、促进创新、增强功能的金融监管制度。 加强
跨行业、跨市场的监管协作;加强北京市、区两级政
府与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券会、保监会四大金

3. 5摇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明确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

融监管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在维护金融稳定与安全

摇 摇 国内外成功经验表明,每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

合国际惯例又切合中国及北京实际的金融税收和法

的准入条件,不断丰富市场参与主体的数量和类型

形成都需要政府推动,但政府对市场的推动作用更
多体现在建立市场秩序上而不是对市场微观主体的
直接干预上。
通过兼并、合并等形式,推行强强联合培育大型
金融控股集团成为具有行业领导力和国际竞争力的

的同时帮助北京加快发展金融经济。 要加快制订符
律制度;完善金融执法体系,建立公平、公正、高效的
金融纠纷审理、仲裁机制;要筹备建立金融特别法
庭。 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要加快推进以北京
为中心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建
设,实现信用信息全社会共享。

骨干企业。 扶持首创集团、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北
京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北京地方金融机构。
推动私人银行业务、私人股权投资、创业投资、
股权融资、券商直接投资等业务的发展,有计划地发
展跨机构、跨市场、跨产品的金融业务。 鼓励发展规
范化的民间信用,进一步完善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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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City, Promote the Capital Economic Optimization Development
Wang Huamin
( National Wealth Futures Ltd. , Dalian Province116023, China)

Abstract: The finance sector of Beijing has experienced rapid growth in the past 10 years and become a huge

driving force for the capital economic optimization and scientific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mode while there is still
more room to expand.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Beiji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city has great sig鄄

nificance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planning for the capital as an global city.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everal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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