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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韩经贸合作青岛特刊

资讯速递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青岛凭借开埠通商带来的发达
贸易、商业和工业以及经济的辐射力，造就了金融业的
繁荣，成为影响范围覆盖山东乃至辐射华北的金融中心。

在中国政府当前积极推进的 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
带”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规划中，青岛获得了
一个“双定位”：“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
要节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为青岛金融业提
供绝好的发展契机。

2014年2月，青岛市获国家批复成为我国以财富管理
为主题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竖起了青岛金融业跨越
发展的“金色招牌”。

上月底，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CF40） 与青岛市人
民政府正式宣布启动战略合作，共同建设中国金融四十
人学院、研究院和基金会等项目。

任时光流淌，青岛活跃的金融基因如初。
这座以岛命名、因通商而生的城市，又一次成为全

球经济的焦点，致力于打造一个“财富乐园”。

全新的“金色”城市名片

青岛有多张享誉中外的城市名片——绿色的滨海旅
游城市名片、蓝色的海洋科技城市名片、彩色的沿海开
放城市名片……当前，青岛正向世界徐徐展开一张崭新
的“金色”名片——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实验
区。

该实验区获批一年多以来，财富管理逐渐深入青岛
金融业界，“国”字号项目不断加速集聚、财富管理规模
迅速扩大、金融业发展迈上新层级，成为青岛金融业发
展的最佳写照。“财富青岛”品牌日益深入人心。

来自青岛市金融办的数字显示，试验区获批以来，
青岛新引进和培育各类金融机构 12家，全市金融机构总
数达到205家。其中，青岛港集团财务公司、海尔消费金
融公司开业运营，中路财产保险公司获批开业，青岛的
法人金融机构数达到 19 家，填补了多项金融业态空白；
台资银行国泰世华银行青岛分行开业，新加坡星展银行
青岛分行、澳大利亚澳新银行青岛分行获批筹建，自
此，青岛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达到 31 家，占山东省的
90%。

试验区获批引起了金融领域的广泛关注，各大金融
机构与青岛市开展财富管理领域的深入合作：去年以
来，青岛市政府先后与中信银行、建设银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国人寿等金融机构总部签署支持试验区建设
的战略合作协议。

如今，金融机构密集落户的“集聚效应”仍在显
现。2月，实验区获批一周年之际，又有14个财富管理新
项目加入到支撑青岛“金色”城市名片的金融梯队中来。

4 月 3 日，中德安联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也被青岛的
“金色名片”所吸引，公司执行董事、首席执行官陈良亲
自率队来到青岛，筹备在此建立分公司。

作为青岛市新金融中心、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改革
试验区核心区，金家岭金融聚集区的发展是一个典型。

走在位于崂山区的金家岭金融聚集区，一座座金融

大厦“隔路相望”，为青岛
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
验区建设提供了新载体。
在这片金融聚集区内，今
年以内将有青岛金融中心
大厦、中信证券青岛财富
中心、北大方正山东金融
总部等 9 个前期项目开工，
啤酒城财富广场二期、国
旅中心等 16 个主体封顶项
目投入使用。

亲眼见证了一个个金
融大厦的拔地而起，就职
于某金融机构且安家于此
的任先生有感而发：“感觉
越 来 越 像 住 进 了 上 海 浦
东。”

将居民的感觉落实到
数字上，金家岭金融聚集
区所在地崂山区区委书记
齐家滨说，可以用“6个翻

一番”来解释：“目前，聚集区内的金融楼宇面积、金融
企业数量、金融业税收、金融业增加值、证券交易额、
银行机构本外币存贷款余额这6个金融聚集区重要指标全
都比2012年翻了一番。”

金融智库争相聚集青岛

有人说，金融中心外在表现是金融业，内在实质是
城市综合素质。

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红

瓦绿树、碧海蓝天的青岛不输诸如苏黎士、日内瓦、新
加坡等国际著名的财富管理中心城市。

在软实力上，青岛也一直在不断升级。
去年，2014 金家岭财富论坛、中国证券业协会财富

管理研讨班、齐鲁论坛 2014、2014诺亚财富创新财富管
理论坛等高端金融论坛相继在青岛举行，全球金融业智
库聚集于此，共谋未来。

同时青岛的金融智库还迎来 3 位贵宾的鼎力“加
盟”：山海财经大学青岛财富管理研究院挂牌成立，已着
手开展金融专业学历、学位人才培养；山东大学在青岛
设立财富管理风险控制实验室；中信证券财富管理培训
中心二期扩建工作也已开展。

最让人期待的是，自去年6月以来，以支持和配合青
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为契机，国内最具影响
力的金融智库——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与青岛市政府达
成战略合作共识，拟定了建立中国金融四十人学院、研
究院、基金会的合作方案。

上月底，双方举行战略合作签约。
其中，中国金融四十人学院将与相关高校合作，开

展博士、硕士研究生教学和金融在职教育等项目，努力
打造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金融商学院。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主要就经济金融基础理论、
财富管理、金融创新、金融监管和行业实践等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力争成为国内顶尖的金融智库。

中国金融四十人基金会，由青岛市政府和中国金融
四十人论坛筹集资金设立，在稳健投资的基础上将投资
收益注入基金会，支持学院和研究院的启动与发展。

在上述项目的基础上，“中国金融四十人‘一带一
路’研究院”也将成立。该研究院将专注于国际货币体
系、开发性金融、尤其是“一带一路”等研究领域，服
务于国家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发展战略。

专家分析，以上项目的建设，将为推动我国金融改
革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智力支持，作为青岛市财富管理
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的重要基础平台将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此次合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
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满怀期待：“论坛与青岛市政府
的战略合作是平台型专业智库优势的自然延伸，也是论
坛向发展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

“家族办公室”填补国内空白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保持强劲发展态势，被国际财富
管理咨询评价机构认定为财富管理全球增长最快的国家
之一。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化改革为财富管理行业发
展创造了有利发展契机。在这一大背景下，青岛市财富
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释放出巨大的政策红利。

“下一步，青岛将加快各项金融改革创新，打造面向
全球的新兴财富管理中心城市。”对于未来发展，青岛市
市长张新起信心十足。

这位市长的信心源自于青岛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的步步推进：

去年 5 月，青岛市向 11 个国家部门报送了 《青岛市
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
和首批需国家重点支持的政策事项，得到相关
国家部门的大力支持，35项创新政策获得批准

（见右）。
字字铿锵、措辞严谨的政府公文背后，承

载着金融从业者对于破茧成蝶的殷切期待。
最先在青岛完成“破茧成蝶”这一美丽蜕

变的是 3 家“家族办公室”：诺亚财富家族办
公室有限公司、青岛宜信财富家族办公室有限
公司、青岛睿璞家族办公室有限公司。作为全
国首批正式注册的 3 家“家族办公室”，其填
补了我国该类业态机构的空白，还被业内冠以
青岛财富管理三颗“皇冠明珠”的称号。

“家族理财办公室接受客户的全权委托与
客户的利益相一致，由关注理财产品变为关注
客户的整体收益，因此更具私密性。诺亚财富
家族办公室选择在青岛落户，是天时地利人和
的结果。”诺亚 （中国） 控股有限公司副总
裁、家族财富管理中心首席执行官白昊知行一
致，果断将公司注册地设在国家级新区——青
岛西海岸新区。

同为“皇冠明珠”的青岛宜信财富家族办
公室有限公司也已在全国率先完成工商登记手续，注册
地同样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宜信财富管理 （香港） 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Danny·
Howell 透露，宜信财富投资的国内首个品牌体验中心
——宜信财富空间也落户在了青岛市市南区，成为国内
首家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专业化金融中介机构旗舰店，
成为独立财富管理机构发展大众富裕群体财富管理的生
动展现和创新探索。

除了“家族办公室”，青岛推进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
和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的开展同样在国内具有领先性。

青岛制定的《开展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
工作暂行办法》和《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
工作暂行办法》，已于2月9日印发。在境外投资方面，在全
国首次扩大了 QDLP的投资范围，在青岛市设立的 QDLP
基金，不仅可以投向境外二级市场，也可以开展境外一级
市场投资并购业务、有监管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业务及其
他业务，进一步拓宽了资本进出通道。

据了解，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改革试验区目前正在
积极申请人民币跨境投融资等创新试点，这将为境外机
构在青岛开展创新业务提供广阔空间。

❶同 意 在 青 岛 市 开 展 合 格 境 内 有 限 合 伙 人
（QDLP） 和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 （QFLP） 试点

❷支持青岛市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
前提下，开展综合经营试点

❸原则支持青岛市探索建立财富管理综合监管
协调机制

❹支持青岛市在金融业综合统计框架下，建立
财富管理信息监测体系

❺研 究 在 青 岛 市 开 展 合 格 境 内 个 人 投 资 者
（QDII2） 试点

❻研究建立财富管理专门账户体系
❼支持青岛市成立专门的征信机构，依法采集

客户信用信息并对外提供服务
❽支持国内信用评级机构在青岛市开展业务，

鼓励财富管理机构及其发行产品开展市场化评级
❾支持青岛市开展财富管理客户信息保护试

点，建立财富管理客户信息保护制度
支持青岛市对财富管理从业人员的专业特

点、职业属性进行研究论证，探索确定财富管理人
才考核评价认证方式

原则同意建立青岛市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
试验区省部级联席会商机制

支持青岛市非金融机构依照有关规定取得
《支付许可证》后提供支持服务

支持符合条件的机构按照 《证券投资基金
法》 等法律法规要求申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公司，
并在青岛市注册

支持在青岛市设立保险类财富管理机构
支持青岛市保险机构创新财富管理相关保险

业务
支持保险资金参与青岛市财富管理试验区建

设
研究推进跨境直接投资与前置核准脱钩，直

接向银行办理跨境收付和兑换业务
研究推进青岛市财富管理机构开展跨境投

资、境外消费信贷和外汇理财等业务
研究推进符合条件的企业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和境外衍生品投资业务
原则同意稳步开放资本市场，试验区金融机

构和企业可按规定进行境内资本市场投资和交易
研究推进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试点
研究推进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试点
研究支持青岛市建设免税店聚集区
支持青岛市通过争取山东省委托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的投资份额等方式提高养老基金收益
原则同意开展直接投资外汇登记下放银行办

理
允许在青岛保税港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开展

现货交易外汇管理政策试点
原则同意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面向试验区内

企业的大宗商品衍生品柜台交易
同意在青岛市开展跨国集团人民币集中运营

管理试点
允许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试

点
同意在青岛市开展外商投资企业外汇资本金

结汇改革试点
支持青岛市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参与同业存

单试点
支持青岛市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开展债券承

销业务
支持青岛银行、青岛农商行参与信贷资产证

券化试点
支持青岛市组建大宗商品交易场所，支持现

有交易市场做大做强，创新交易体制机制
支持典当、拍卖、融资租赁等机构在青岛市

发展，完善财富管理业态，强化财富管理功能

葡萄牙驻华大使访问青岛

本报电 日前，葡萄牙驻华大使若热·托雷斯-
佩雷拉一行赴青进行友好访问。托雷斯-佩雷拉表
示，葡萄牙愿意在更多领域加强与青岛的合作，也
欢迎青岛的企业、高校、有关机构等参加今年6月将
在里斯本举办的“蓝色经济周”，进一步促进双方在
海洋科研等方面的合作交流。

新加坡客人访问青岛探讨合作

本报电 日前，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局长张
永昌一行访问青岛。张永昌表示，新加坡很重视与
青岛的合作交流，希望双方进一步在技术、管理、
投资等方面增进交流，提升合作水平，实现共赢发
展。

青 岛 海 洋 国 家 实 验 室
牵手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

本报电 4 月 10 日，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家
实验室与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在青岛举行技术合
作签约仪式，双方约定在海洋科技领域展开全面合
作。根据协议，双方将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通过
设立联合实验室、开放工作室等方式，共同在科研
课题攻关、人才梯队建设和联合实施科考等方面开
展深入合作。据悉，英国国家海洋研究中心是世界
公认的顶级海洋学研究机构之一，在海平面科学、
沿海和深海研究与技术开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一端连着历史，一端指向未来；一端
系着中国，一端通往世界，“一带一路”搭
建起中国与世界合作新平台。

“丝路对话”是青岛市商务局制定的
“一带一路”战略行动计划中的一项重点内
容，作为推动沿线经贸往来、拓展经贸合
作的重要平台。早在2月，青岛率先抢占先
机，在新加坡举办了“丝路对话”首场活
动——“通商青岛新丝路 对话东盟自贸
区”。

4月 11 日，“丝路对话”系列活动第二
场“对接香港，走进世界两大经济圈”对
话会在青岛举办。

“香港是青岛加速、快捷实现‘走出
去’的重要平台。希望在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大背景下，通过深化青岛与香港
的联动合作，进一步拓展与欧洲、亚太两
大经济圈双向贸易投资合作。”青岛市商务
局局长马卫刚在对话会上指出。

3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 官方文件，青岛被定位为

“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
点城市和“海上合作战略支点”城市。
2014年12月27日，青岛多式联运海关监管
中心在胶州正式启动运行，这是国内继西

安之后第二家、沿海地区第一家多式联运
监管中心，将统筹海运、陆运、空运、铁
路运输等运输功能，实现“一带”与“一
路”在青岛的联通融合，在亚欧大陆发挥
辐射连通南北、面向太平洋的战略作用，
成为青岛“一带一路”双向开放桥头堡。

合作在来往中加深，浇灌出互利共赢
的美丽果实。

青岛与香港经贸往来密切，香港为青
岛提供了有益的发展理念、管理经验和资
金技术支持。香港一直是青岛“引进来”
的重要窗口，截至 2014 年底，香港对青岛
投资项目 4269 个，实际到账外资 164.64 亿
美元。

进入了新的时期，香港将成为内地企
业“走出去”的良好跳板。目前，青岛市
对香港投资项目 149 个，投资额达 17 亿美
元。香港已成为青岛市对外投资项目数量
最多、投资额最大的地区。

香港贸发局中国内地总代表吴子衡在
发言中表示，青岛、香港两地间经贸活动
密切，友好往来频繁，双方共同推进各领
域全方位、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已经结
出累累硕果。

这一次，青岛对接香港，走进世界两
大经济圈，探讨以香港作为平台，拓展与

欧洲、亚太经贸合作新机遇。专家认为，
在此大背景下，站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历
史节点上，青岛的这一步棋，蕴含着无限
机遇。

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的开放引领战略，青岛正围绕建设宜居幸
福的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战略目标，加快推
进国际贸易中心城市建设。

青岛市的海尔、海信、青啤、瑞昌棉
业等一大批企业将香港作为对外投资的重
要平台，把香港的优势和自身需求结合起
来，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取得了积极成
效，接下来，更多的内地企业对接香港，
开拓海外市场的动作也将开启。

财富管理试验区获批一年 金融机构总数超200家

青 岛 正 成 为“ 财 富 乐 园 ”
潘旭涛 赵 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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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关部门给予青岛市财
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首批
改革创新试点政策

《通商青岛新丝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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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蓝海股权交易中心开业暨首批企业挂牌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