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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金博会在西博城举行

21家外资金融机构和300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参展

首届金博会在西博城国际展览展示中心举行

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助推西部金融中心建设为出发点，24 日上午，首届天府金融博览会（以下简称“金博会”
）
展馆开馆仪式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览展示中心举行。
首届金博会持续 3 天，以“一展会一论坛一指数”为重要载体，涉及银行业、证券业、基金业、外资金融服务、科技
金融、普惠金融、财富管理、政府金融服务成果等内容，有 21 家外资金融机构和 300 多家国内金融机构参展。

交子金融主题馆成为全场焦点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展区

在金博会现场，总面积达到 1.2
分别位居全国第 5 位、第 4 位，保险
万平方米的成都交子金融主题馆成
深度位居全国第 2 位，保费收入位
为了全场的焦点。在交子金融主题
居全国第 4 位。2017 年 9 月，成都被
馆里，汇聚了 230 余家市内外金融
正式纳入伦敦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机构和企业。
通过国际金融、普惠金 （GFCI）榜单。
融、科技金融在内的 10 个具体板
成都交子金融主题馆还亮出了
块，
着重体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省
成都金融发展的目标。将坚定不移
内发展、服务西部大开发、服务“一
提升金融核心功能，优化金融资源
带一路”
四个方面内容。
配置，
强化金融风险管控，
全面提升
成都交子金融主题馆展示了成
金 融 服 务 实 体 经 济 能 力 ，力 争 在
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具体成就。 2022 年实现：全市金融业增加值占
2016 年公布的第八期中国金融中
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 15%；
全市
心（CDI）指数中，成都金融中心综
本外币存款规模达 5 万亿元，
本外币
合竞争力排名中西部第一、全国第
贷款规模达 4 万亿元；
全市社会融资
五。
成都的金融产业绩效、金融机构
规模达 1 万亿元，经济证券化率达
实力等多项重要指标，
仅次于北京、 200%，
直接融资比重达 60%。
全面建
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金融宽度位
成立足四川、服务西部、辐射全国，
居全国第 3 位，本外币存、贷款余额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部金融中心。

金融“黑科技”人脸识别审核贷款

成都天府新区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展区

在金博会现场，一系列来自成
都的“黑科技”展示了成都金融领域
的另一面。据了解，本次展览面积
3.8 万平方米，不光有传统金融业的
展览展示，智慧金融、科技金融、绿
色金融等产品、技术和服务等，也展
现出四川特色。
“叮”的一声，王亮手一挥，就在
自动售货机上买到一瓶咖啡。
他戴的
这个手环，
是中国银联展台上的一款
可穿戴支付产品。记者了解到，未来
成都市民的所有银联银行卡均可通
过手机绑定在手环上，
外出支付更加

方便——不仅应用于所有购物场景，
乘地铁和公交也只需轻轻一挥，
免去
了随身带卡的烦恼。据悉，这款“成
都特制”
的手环将于近日上市。
“黑科技”也将改变未来的贷款
流程。在新网银行的展台前，一块具
备人脸识别技术的平板电脑，向观
众展示着新型贷款方式——只要在
摄像头前的屏幕输入相关信息，通
过前置摄像头的人脸识别，便可以
核对消费者的信息。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这项技术已经用于贷款业
务，
可以确保用户的信息一致。

金融博物馆再现成都金融业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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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体验人脸识别技术

天府金融指数出炉 成都全国第六
在全国各地积极筹建金融中
心的背景下，天府金融指数应运
而生。记者从 24 日举行的天府金
融指数暨金融促进军民融合措施
发布会上获悉，首届天府金融指
数 排 名 ，成 都 位 列 全 国 第 六 位 。
从子指数的得分和排名来看，成
都在农村金融排名遥遥领先，位
居全国第一，文化金融位列第四，
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均位列第五，金融市场

和从业环境则分别位列第七和第
十一位。
据悉，
本次指数由中国人民大
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发布，选择了 4
个直辖市、26 个省会城市（拉萨除
外）和 5 个计划单列市，从金融市
场、金融机构、从业环境、人力资
源、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文化金
融、农村金融 8 个维度进行评价，
并选择消费金融、数字普惠金融作
为观察的金融业态。

成都将打造六大金融地标
据介绍，
成都将打造六大金融
地标。在成都金融总部商务区，一
座立体、生态、智能之城分期呈现，
一期上规模、二期聚产业、三期出
形态，
正形成我国西部地区金融业
发展和金融机构聚集的核心承载
区；依托天府新区成都科学城，打
造而成的天府国际基金小镇，
将汇
聚全球一流的投融资机构和最丰
富的社会资本，助力创新创业；
在
成都中心金融商务集聚区，
成都金
融要素对接“一带一路”
、加强对外
交往的崭新名片正在形成；
在东大

街金融服务业集聚区，
将打造金融
机构密集、创新要素完备、集散功
能强大的金融机构和市场集聚区；
此外，
我市将以西南财经大学为主
体，打造环西南财大财经智谷，推
动高校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和
建设环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区；另
外，围绕现代金融业建设目标，以
天府新区为核心，
重点规划以金融
科技、金融服务外包和后台中心为
特色的成都天府国际金融科技产
业园，
将成都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金融高科技产业基地。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成都优势
作为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公
司金融部总经理，
何军对中国银行
在成都的布局相当满意——成都
有全国排名第四的航空业，
产业在
这里聚集，
因此成都的金融业也随
之发展。
何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以高端制造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是成都本土的经济优势，
同时也是未来成都发展的重点。
“比如军民融合产业，目前四川的
产值超过 2000 亿，在全国排名第
二，所以对成都的先进制造业，我
们是很有希望的。
”
那成都的金融业该如何跟着产

业走？
何军提出：
对于一些新兴技术，
成都可以大力引进风投和基金来做
创始初期的投资，
创出自己的品牌。
同时，
何军也关注到成都本土
企业的海外化。目前，蓉欧快铁为
成都提供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重要连接，
也加强了成都企业
与外界的联系。例如，四川铁投在
挪威承建了哈罗格兰德跨海大桥，
成都-欧洲中心也于今年正式启
用。
“ 未来，类似蓉欧快铁这样的
对外连接，要为成都金融发挥更
强的优势作用，
帮助更多本土企业
走出去。
”综合成都日报、
成都商报
摄影记者 王天志

紧接01版 充分发挥清华能
源互联网研究院、中科院成都科学
研究中心等已有平台作用和易冲
无线、千行你我等企业的示范引领
作用，加快培育新经济在新区的新
主体、新产业在新区的新支撑。
杨林兴指出，全市新经济发展
大会提出通过“提升服务实体经济
能力、
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推进科技
创新创业、
推进人力资本协同、
推进
消费提档升级、
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推进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七个方
面，构建与新经济发展高度契合的
“七大应用场景”，以促进新技术推
广应用、新业态衍生发展和新模式
融合创新。
作为国家级新区，
必须对

传统的与新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工
作套路进行优化改良，
按照由
“给政
策”
向
“给场景”
转变的思路，
在思想
解放上领先一步，在要素供给上创
新一些，
在氛围营造上宽松一筹，
在
场景构建上快人一拍，用新经济的
发展，
做强新区产业发展的引力场、
动力场、
裂变场。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副书记、
管委会主任刘任远，天府新区成都
党工委管委会领导刘志聪、
崔昌宏、
余麟、陈赋、陈先龙、李昂、林锐、石
川、
张翼、
孟浩，
以及成都天投集团、
新区各部门、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负
责人，各街道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 天府之声记者 饶颖 施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