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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式”发展是必然

“四化”同步发展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就已提到，中
共十九大报告再次提及，彰显了其对解决中国经济社会
发展中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意义和紧迫性。

对于这种重要意义和紧迫性，在 《习近平关于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早已做
了回答。他在2013年9月30日举行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
第九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国现代化同西方发
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串联式”的
发展过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
发展，发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时间。我们要后来
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
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

当前，我国“四化”存在融合不够、互动不足、协
调不力等问题，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不够，工业化与城
镇化互动不足，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不
力，农业现代化滞后。近年来，随着中国信息技术的不
断发展，各产业的信息化进程逐渐加快，信息化在“四
化”同步发展中的支撑作用越发明显。

“信息化进程就是信息技术和其他产业融合发展的过
程，对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具有渗透、覆盖和
拉动作用。”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辛安娜认为，信
息化与工业化的融合能形成智能化工业经济，信息化与城
镇化的融合促进形成智慧型城市，信息化与农业的融合有
助于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互联网镇群”的启示

其实，“四化”同步发展的顶层设计和地方探索已经
展开。

日前，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 《深化“互联
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其中提
及的打造工业互联网，是推进“互联网+”行动、深化
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

江苏省企业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田野认为：“我国工
业基数大，但是大量的工业设备的运行效率却很低。如
果能够依靠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改变工业的流程、
工艺、质量等，转型升级的效果是非常巨大的。”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的顶层设计早已提上日程。今
年 6月，工信部发布 《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基
础和术语》和《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要求》两
项国家标准，为加快相关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有了互联网镇群，我们农村的医疗、教育、娱乐跟
城里差不多。”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三道堰镇卫生院院长
刘奇提到的互联网镇群，是成都市近年来推动“四化”
同步发展的新探索。这个互联网镇群以公共无线网络覆
盖为基础，将成都域内 283 个乡镇 （街道） 的基础设
施、政务、产业、安全、教育等内容统一接入一个云端
平台——互联网镇群，实现了全域美食、交通、就业、
医疗等生活服务信息的一站接入。

在互联网镇群模式下，域内各乡镇 （街道） 在网络
上形成一个整体、一个大的信息流量体，有望成长为吸
附资金、人流、产业的大经济体，真正实现聚合式发展。

“产业互联网”要跟上

未来，如何以信息化带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
业现代化，推进互联网与产业融合创新发展？

“与‘消费互联网’相比，我国以生产者为用户、以
生产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产业互联网’发展相对滞后。”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任兴洲认为，
发展产业互联网是顺应公众消费需求重大变化，适应我
国发展方式转变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竞争力的
必由之路。

他为此提出 4 点建议。一是真正以用户和消费者为
导向，通过互联网技术对传统的设计研发环节进行改
造、创新。二是改造和重构生产环节和流程。三是对流
通环节进行改造和模式创新。四是着力对企业组织体系
进行改造和创新。

“应该充分发挥信息化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引领作
用。”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建议，首先要用互
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引领推动当代
高新技术的发展。其次，要把信息技术广泛集成应用到
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再次是要利用互联网
优化配置各种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催生新产业、新模
式、新业态。最后是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
术改造、提升、优化相关的行业。

李毅中认为，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涉及
的传统行业和企业不要消极等待，要主动拥抱互联网，
做到线上线下融合，虚拟和现实融合、产业跨界融合，
这样才能更好实现“四化”同步发展。

智慧城市是充分普及现代信息技
术、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城市，在这
里，人们能够快速、便捷、充分地享
受到系统化的公共服务和市场化服务。

中国智慧城市最大的优势是充分
运用了互联网并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创
新。如在金融、商品购销、共享经济
等领域，中国已走在世界前列。前段
时间，笔者分别参加了欧盟和俄罗斯
的交流会。在会上，笔者从智慧城市
的角度介绍了中国的共享单车与网约
车，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然而，虽然我国目前的智慧化发
展进程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距
离系统化的“智慧”还有一定距离。
例如在城市交通管理方面，流量的管
理、拥堵线路的智慧化应用、城市基
础设施的感应器系统以及能源管理
等系统化“智慧”，至今还没有在城市
普及。但值得欣喜的是，目前，许多
中国互联网企业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产
业都在开展智慧城市研究，基本形成
了智慧城市研发推广领域的“中国方
阵”。由于中国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跨
越式发展，我国系统化“智慧”有很
大的发展潜力。由于国家和企业都在
发力，所以发展速度会很快。

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将要从网
络大国走向网络强国。中共十九大报
告提出，“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
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
创新，为建设科技强国、质量强国、
航天强国、网络强国、交通强国、数
字中国、智慧社会提供有力支撑。”

从企业层面来看，各企业都在研发自己的核心技
术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华为、软通动力与中
国城市中心三方联合共同研发的智慧城市服务平台，
运用“城市大脑”系统化地为城市提供便捷的公共服
务，增强了城市应急事件处理能力，这在世界上还属
首创。此外，腾讯、科大讯飞致力于城市政务系统建
设；浪潮、中兴致力于城市的大数据中心建设；海尔
集团则致力于智慧家庭的建设，并率先实现了家用电
器互联网控制的系统化管理。这些技术日臻完善，相
信不久的将来会大范围普及。

技术之外，智慧城市的建设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当
前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存在的问题是关注技术大于关注
市场。技术的研发成果是要通过市场检验的，智慧应用
要和社会大众的需求联系紧密才有可能推动智慧社会
的进步。笔者主张，智慧城市建设要面向市场、面向社会
大众的需求，在开展政府项目的同时也要积极地开展社
会项目。可以率先探索公私合营模式在智慧城市领域的
应用，将政府功能和社会功能区分开来，使社会资金充
分使用在智慧城市的研发和建设上，让更多企业参与其
中，形成强大而有力的“中国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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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为“‘四化’同步”添动力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物

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正在席卷经济社

会各个领域，成为重塑经济竞争力、重构经济秩序

的重要力量。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新型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那

么，互联网产业融合未来趋势如何？如何实现“四

化”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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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岳颖（英文名：Ying
Yue）：原告岳硕诉你及第三人吴彰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受理。此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由本
院审判员马潇潇担任审判长，与两名随机产生的人民
陪审员依法组成合议庭，书记员王成凤担任法庭记
录。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诉讼请求：被
告岳颖及第三人吴彰履行房屋产权转移登记义务，将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丙4号院2号楼4层4单元
403号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至原告岳硕名下；诉讼
费由被告岳颖和第三人吴彰承担。）、应诉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3 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为答辩
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
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
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本院）西1-15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公告 朱永明：本院受
理原告徐小桃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以
及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
本公告刊登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民事审判庭小1庭不公开开庭审理本案，请你准
时参加，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阿日麦室（AZI-
MUTH ROBIN M KAMINSKI）：本院受理原告
汤涛与你离婚纠纷一案（2015）碚法民初字第03720
号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9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公告 王晶（身份证号
110106197410082143）：本院受理原告鲜荣诉鲜瑞、
鲜一振、鲜峰和你遗嘱继承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方庄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法院公告 夏磊：本院受理原告
吕婧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诉讼请求：1、判决吕婧与夏磊离婚；2、本案
诉讼费由夏磊负担），应诉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 30日内为答辩期。你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
达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
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日 9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公告 李广熙：本院受理原
告罗飞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粤0304民初11414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准予原告罗飞飞与被告李广熙
离婚。本案案件受理费300元（已由原告预交），由原告
负担150元，被告负担150元。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前
双方当事人不得另行结婚。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并
应在收到预交上诉费通知次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逾期不预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玉州区人民法院公告 高木
秀一：本院受理原告蒋延妮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5）玉区法民初字第133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准许原告蒋延妮与被告高木秀一离婚。本
案受理费 300元，由原告蒋延妮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9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至广西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人民法院公告 刘文利（WEN
LI LIU）：本院受理李冬梅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16）辽0302民初5383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李冬梅与刘文利离婚。案件
受理费300，由李冬梅与刘文利各自承担150元。公告费
6000元由李冬梅承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视为送达。
如不服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公告 ANNA REES：本院
受理原告高帅诉你（2017）津0103民初11751号离婚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院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402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沈以平（Shen YiP-
ing）：本院受理原告付丹凝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一日上午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奥运村法庭第6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马鞍山仲裁委员会公告 被申请人陈永得：马鞍山仲
裁委员会依法受理的申请人马鞍山市普邦融资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方直
接送达仲裁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仲裁通
知书、仲裁申请书副本、《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仲裁规
则》、《马鞍山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名册》、仲裁庭及仲裁
员选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9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趋势科技有限公司

（Trend Technology Limited）、趋势（鄂州）科技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上诉人高新投（香港）有限公司、深圳市
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与你们公司股东出资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们公司公告送达（2017）鄂民终3271号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经
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为公告期满
后的 30 日【趋势（鄂州）科技有限公司答辩期为 15
日】。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在本院西102室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青岛海事法院公告 （2013）青海法再字第2号 东桥
海运公司（Eastern Bridge MC）：本院受理申请再审
人中国环洋国际运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原审原
告）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原审被告东桥海运公
司与原审被告青岛新泰国际船舶代理有限公司海
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于2016年4月27日作出

（2013）青海法再字第 2号民事判决书，新兴铸管股
份有限公司不服本判决，在上诉期内提起上诉。因
你方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上诉状，上诉请求：1、依法撤销（2013）青海
法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2、依法发回重审或判决支
持上诉人的诉讼请求；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 高 锐 视 讯 有限公
司（HIGHLIGHT VISION LIMITED）、高 志 寅

（Gao Zhiyin）、高志平(Gao Zhiping)：本院受理原告
深圳市盛唐天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申请
诉前保全一案，已审查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鄂财保1号民事裁定，裁定：冻结、查封、扣押
被申请人高锐视讯有限公司（HIGHLIGHT VI-
SION LIMITED）、高 志 寅（Gao Zhiyin）、高 志 平
(Gao Zhiping)名下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的银行
账户存款计人民币 32958.9 万元或其他等值财产。
本裁定立即开始执行。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个月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公告期满后5日内向
本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公告 张路扬、张路萍、张路：
原告武晶诉被告张路沙、张路洁、张路扬、张路萍、张路
继承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原告武晶向本院提出如下
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判令确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
园西路3号院103号楼4层6门411的房屋全部由原告
继承，该房屋归原告所有；2、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将位于
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3号院103号楼4层6门411
的房屋腾退返还给原告；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个月，即视为送达。公告
期满后30日内为答辩期。你们应当自应诉通知书送达
之日起30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
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本院定于2018年4月17日上午
9时30分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西1-15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公告 郑云彤：本院受理原告
叶楠诉郑云彤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京 0105 民初 47254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来本院奥运村法庭第
六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
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佳华公司（英文名称
KAI WAH COMPANY LIMITED）、钟 梅 锦（英
文 名 Chung Mui Kam）、谢绍良（英文名 Tse Siu
Leung）：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安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被告佳华公司、被告钟梅锦、被告谢绍良追偿权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东民（商）
初字第179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个月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公告 胡明就（英文名Wu.
Ming Chau）：本院受理原告北京安杰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被告胡明就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东民（商）初字第179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江苏省海安县人民法院公告 刘培祥、陈传云：本
院受理（2017）苏 0621 民初 2307 号原告缪春与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本院（2017）苏 0621 民初 2307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9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江苏省南通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公告 黄浩轩：原告李婷
婷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渝0107民初80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方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
五中级人民法院。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粤 0115
民初 1628 号 永福国际有限公司（EVER FOR-
TUNE INT’L CO., LTD.）：本院受理原告广州市
旺阁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立泰化工（番禺）有限
公司、第三人永福国际有限公司（EVER FOR-
TUNE INT’L CO., LTD.）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公司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6）粤0115民初1628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3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广
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宣判公告 FAN LUKE（译
名：路克樊）：本院受理原告段媛媛诉你及潘越合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5）西民初字第 3585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1、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 日内，被告潘越、
FAN LUKE（译名：路克樊）退还原告段媛媛二万五
千元。2、驳回原告段媛媛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潘越、FAN LUKE（译名：路克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四百二十五
元，由被告潘越、FAN LUKE（译名：路克樊）负担

（自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公告费以实际发生
的票据数额为准，由被告潘越、FAN LUKE（译名：
路克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交纳）。自本公
告之日起3个月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人民法院公告 （2016）鄂
0107民初1919号 周希武：本院受理原告胡培红与
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9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公告 罗少斌、周小美：
本院受理原告陈志刚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起诉要点：1、判
令两被告偿还原告本金663780元；2、判令两被告起诉之
日至实际还款之日的利息，利率按年百分之六计算；3、
判令两被告承担无限连带责任；4、由本案被告承担全
部诉讼费用。自公告之日起满3个月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3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七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公 告

根据《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决
定》（朝政房征字［2017］2 号），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政府对北京市朝阳区小关北里公交场站
建设工程项目用地红线范围内的房屋及其附
属物实施征收。北京世诚嘉业房地产土地评
估有限责任公司依法接受其委托对下述房屋
进行评估工作。

请下述房屋的所有权人（公房承租人）或其
合法委托人、合法继承人、合法监护人自公告刊
登之日起 60 日内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及相
关证明到小关北里公交场站建设工程项目现场
办公室（小关北里 43 号北京市第四汽车运输公
司）领取《北京市国有土地上住宅房屋征收评估
报告》或提交对估价结果有异议的书面申请书，
逾期视为送达。

被征收人、房屋地址、评估报告编号如下：白
俊梅，朝阳区小关北里 3 号楼 1 层 1 门 101，世诚
嘉业房征估字［2017］-XGPG-01-001。联系人：
尹治：13911257921

北京世诚嘉业房地产土地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中证金融研究院引进高级研究员
公 告

中证金融研究院引进高级研究员
公 告

报名邮箱：yjy@csrc.gov.cn
联 系 人：吴先生 +86 10 8557 8396 张先生 +86 10 8557 8360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6号金阳大厦8层 邮政编码：100033

报名邮箱：yjy@csrc.gov.cn
联 系 人：吴先生 +86 10 8557 8396 张先生 +86 10 8557 8360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6号金阳大厦8层 邮政编码：100033

中证金融研究院是中国证监会直接管理的政策研究机构，主要从事资本市场长期性、前瞻性、全局
性和规律性问题的研究。为完善研究院人才结构，进一步强化决策支持功能，现面向国内外公开引进5
名高层次、领军型研究人才。

一、岗位需求
（一）研究方向
1.宏观经济研究
2.境内外金融市场研究
3.资本市场监管与法治研究
（二）岗位职责
1.围绕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需要开展研究选题和论证，跟踪、引领市场重大基础性、前瞻性和热点问题

的研究。
2.指导带领研究团队，对资本市场相关领域开展深度研究，形成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
3.就资本市场监管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及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咨询和政策建议。
4.根据工作需要开展政策评估和政策解读，回应市场热点。

二、资格条件
1.具备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遵纪守法，品学端正。
2.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本科、硕士、博士均毕业于国内外知名大学。
3.有丰富的经济金融或资本市场研究经验，在相关领域有一定专业知名度和影响力。曾在国内外一

流学术刊物发表过高质量论文，或研究成果得到过重要批示。
4.年龄不超过50周岁，身心健康。
5.具有国际化背景，在国际组织或知名金融机构等具有丰富从业和研究经验者优先。
6.研究业绩特别突出者，年龄、学历条件可适当放宽。

三、履职待遇
1.提供市场化的薪酬待遇，具体标准面议。
2.按照国家相关制度规定，提供各类福利保障。
3.根据个人意愿和学术水平，参评高级职称。
4.按干部管理权限和单位工作需要，可实行专业职务和行政职务并行晋升的机制。

四、报名方式
请登录中证金融研究院官网（www.cifcm.cn）或证监会官网人才引进栏目（www.csrc.gov.cn/pub/

newsite/rjb/rcyj），下载填写《中证金融研究院引进高级研究员报名登记表》，以“姓名”命名文件后，连同研
究代表作（3项）发送至报名邮箱或者邮寄给联系人，报名日期截止至2017年12月29日。

我院将根据初审结果通知符合条件人员参加专业评审、面谈、体检、考察等后续环节，未通过初审者
不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