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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各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交流，以最佳实践与大众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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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和目标

金融中心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他们提供投资和储蓄工具，推动整个行业和社区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
长，并越来越多地为可持续发展和提高金融素养做出贡献，他们支持金融创新，积极为该领域的发展作
出贡献。

这就是为什么联盟（WAIFC）旨在分享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最佳实践和交流，并发展在国际层面上与公共
机构开展对话。

联盟（WAIFC）的目标

▪ 通过媒体和其他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各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 分享最佳实践及互相交流

▪ 与顾问公司、大学、研究机构等知识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联盟（WAIFC）由项目驱动，每个项目由一个或多个金融中心发起。联盟（WAIFC）和发起人的价值在于
这些项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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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成员的基本情况
19个国家*

* WAIFC在德国和阿联酋各有两个成员。
股票交易总额和 GDP 总额截至 2020 年数据。所有其他数据截至2021年。
来源: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国家统计及自行整理研究. 

总名义GDP 银行

$43万亿 8,000

6

金融科技公司

20,000

股票交易量

$55万亿
当地上市公司市值

$40万亿

投资公司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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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奖项的第一届旨在奖励可持续金融或数字化转型等金融领域的研究论文。

经过评审团的评议，获奖者是：

第一名: Tristan Caballero-Montes

第二名: Harshini Moonisamy-Ellapah and Paul Momtaz

第三名: Victor Saint-Jean

Harshini Moonisamy-Ellapah 获得了一个单独的社交媒体奖。

庆祝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WAIFC) 青年学术奖获得者

2022年10月21日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前四名决赛选手获得了独特的机会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 WAIFC 年度大会上展示他们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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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年会期间，联盟领导人应邀在拉巴特会见了摩洛哥王国投资大臣H.E. Mouhcine

Jazouli。

在他位于摩洛哥首都的办公室，他与WAIFC领导人就可持续发展、金融科技和金融中心发展的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Mouhcine

Jazouli表达了对WAIFC创始成员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的大力支持。所有与会者都认为，摩洛哥，尤其是其金融部门，在未来几年
将提供了绝佳的机会。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在拉巴特会见摩洛哥王国投资大臣

2022年10月20日 –摩洛哥,拉巴特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领导人会见了 H.E. Mouhcine Jazouli 将讨论金融中心的发展问题和摩洛哥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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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萨布兰卡金融城 (CFC) 主办了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2022年年会。大约35名会员和观察员代表参加了会议。大会一致同意批

准泽西金融和马耳他的会员资格。

联盟成员推举了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的Lamia Merzouki 和 斯图加特金融中心的Dominik Schütz 为董事会成员。

此外，董事会选举从 2023 年 1 月开始FinCity.Tokyo 的 Keiichi Aritomo 担任新主席，Lamia Merzouki 担任副主席，卢森堡财务

部的 Nicolas Mackel 担任财务主管。最后，董事会批准了柏林金融倡议和塔什干国际金融公司的观察员身份。

代表们还讨论了当前的问题，例如中小企业融资和普惠金融。在供应链金融领域，一个新的项目通过审批并将尽快启动。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WAIFC）年会

2022年10月20日 –摩洛哥，卡萨布兰卡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欢迎泽西金融（Jersey Finance）和马耳他金融（FinanceMalta）作为其新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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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lamia-merzouki-99538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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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塔纳金融日是该地区最大的金融会议之一，由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AIFC) 主办。我们祝贺 AIFC 在 2022 年 6 月再次举
办阿斯塔纳金融日，2018至2021年吸引了来自 100 个国家的15,000 多名参与者。

我们很高兴参加由 Jochen Biedermann 主持的以下小组讨论:

▪ “国际金融中心在促进可持续金融方面的作用“: Stilpon Nestor / Nestor Advisors, James Martin /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Olivier Vigna / 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 Mourad Fathallah /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 Hubertus Vaeth / 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

▪ “欧盟-哈萨克斯坦合作”: with Bakhyt Sultanov /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 Johannes Madsen /欧盟驻哈萨克斯坦代表团, Hubertus

Vaeth / 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 James Martin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David Cleave / ISTC.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参加 2022 年阿斯塔纳金融日

2022年6月27日 –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

联盟领导人在我们成员阿斯塔纳（AIFC）的主题会议期间在几个小组中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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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WAIFC) 成员卢旺达金融中心(Rwanda Finance)在基加利举办了第一次 WAIFC 董事会会议。WAIFC代表对基加利进行了为期三
天的访问，会见了卢旺达总统、财政与经济规划部部长、卢旺达国家银行行长、卢旺达发展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和令人印象深刻的
Norrsken East Africa创业园区。

在董事会会议期间，联盟(WAIFC)批准了大纽约商会的观察员地位，并启动了一个关于跨境数据传输和隐私包含的新项目。

在单独的项目会议上，代表们讨论了普惠金融、中小企业融资和金融科技主题。

最后，联盟(WAIFC) 与卢旺达金融中心代表们一起参观了基加利种族灭绝纪念馆(Kigali Genocide Memorial),悼念1994 年针对图
西族种族灭绝的受害者。

联盟（WAIFC）董事及特别会议

2022年3月23日 –卢旺达，基加利

联盟（WAIFC）领导人见证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展以及基加利国际金融中心对此发挥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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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卢旺达金融中心( Rwanda Finance), 在基加利主办的WAIFC董事会会议上，卢旺达总统H.E. Paul Kagame和财政与经济规划
部部长( Minister of Finance and Economic Planning) Uzziel Ndagijimana邀请 WAIFC 领导人讨论基加利国际金融中心的发展、
区域扩展以及 WAIFC 在加强金融中心之间最佳实践交流方面的作用。

Manal Bernoussi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 Philipp von Restorff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 Henk Jan Hoogendoorn (卡塔尔
金融中心)和Jochen Biedermann向总统阐述战略性问题。

联盟(WAIFC )感谢其成员卢旺达金融中心及其首席执行官 Nick Barigye安排了这次激动人心的会议交流。

Kagame总统邀请联盟（WAIFC）领导

2022年3月22日 –卢旺达，基加利

联盟（WAIFC）代表们与卢旺达总统会面讨论基加利金融中心的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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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员东京国际金融机构（FinCity.Tokyo）于2022年2月2日在东京举办了第三届全球论坛“东京作为全球绿色金融中心的未
来”，由 NIKKEI 协办。

随着全球绿色竞争的加剧，金融中心不得不面对竞争。同时，我们需要协作来解决全球性的社会问题。

由 Jochen Biedermann主持的的“后疫情时代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小组讨论中，Keiichi Aritomo、Arnaud de Bresson、Nicolas

Mackel 和 Philippe Richard 讨论了为什么金融中心应该合作、分享机遇并共同应对挑战。

WAIFC representatives met the President of Rwanda to discus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igal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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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参加2022东京国际金融机构全球论坛

2022年2月22日 –日本，东京

几位联盟董事会成员谈到了后疫情时期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WAIFC) - AISBL

比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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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治理

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成员

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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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青年学者
颁奖评审团

▪ 董事会主席
▪ 财务主管

▪ 董事会副主席
▪ 董事总经理



董事会成员
联盟（WAIFC）董事会由各国成员的高级别领导人组成: 

▪ Yousuf Mohamed AL JAIDA, 卡塔尔金融中心 (Qatar Financial Centre）
▪ Abdullah AL SALMI,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 (Oman CMA)
▪ Arif AMIRI,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Authority)
▪ Keiichi ARITOMO, 东京国际金融机构 (FinCity.Tokyo)
▪ King AU,香港金融发展局 (Hong Kong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 Nick BARIGYE, 卢旺达金融中心(Rwanda Finance)
▪ Arnaud de BRESSON, 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 (Paris EUROPLACE)
▪ Miles CELIC, 伦敦金融城 (TheCityUK)
▪ Kairat KELIMBETOV,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 Jong Hwa KIM, 釜山国际金融城市推广中心 (Busan Finance Center)
▪ Frederic de LAMINNE, 比利时金融中心 (Belgian Finance Center)
▪ Nicolas MACKEL,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 (Luxembourg for Finance)
▪ Lamia MERZOUKI,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 (Casablanca Finance City)
▪ Jennifer REYNOLDS,多伦多国际金融中心 (Toronto Finance International)
▪ Philippe RICHARD,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 (Abu Dhabi Global Market)
▪ Ken POONOOSAMY,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厅 (Mauritius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 Dominik SCHUETZ, 斯图加特金融中心 (Stuttgart Financial)
▪ Hubertus VAETH, 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 (Frankfurt Mai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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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Jennifer REYNOLDS

财务主管: Frederic de LAMINNE 

董事总经理: Jochen BIEDERMANN 
(毕誉横博士 )

高级顾问: Thomas KRANT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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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ADGM）于2013年在阿联酋
阿布扎比的金融自由区成立，旨在促进阿联酋作为全
球金融中心，发展阿联酋经济，并使其成为有吸引力
的金融投资环境，是国际金融服务业有效的贡献者。

ADGM有三个独立机构，分别为注册机构、金融服务
监管局（FSRA）和ADGM法院 ，他们确保ADGM的商
业环境符合国际最佳实践，并得到全球主要金融中心

的认可。

阿布扎比
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

Abu Dhabi Glob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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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dgm.com/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IFC）是中亚、高加索、欧
亚经济联盟（EAEU）、中东、中国西部、蒙古和欧洲

的新金融中心。

AIFC 支持哈萨克斯坦的现代化和增长政策，营造更加
友好的营商环境，吸引资本加速发展，为企业提供最

先进、最安全、最有效的投资工具。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IFC）在基于普通法的特殊
法律制度下运作。

阿斯塔纳
哈 萨 克 斯 坦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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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金融中心（BFC）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由比利
时银行集团和专业金融人士于 2009 年联合创建。其
成员包括银行、经纪人、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

上市公司以及各类别法律和财务顾问。

其使命是为其成员提供一个讨论、分享知识和网路建
设的论坛，取得各方专业协会之间的联系，将银行、
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分组，提升比利时金融业的
角色。 BFC 每月组织一次时下有关金融主题的会议。

布鲁塞尔
比 利 时

比利时金融中心

Belgian Fina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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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elfinclub.be/en/


釜山金融中心 (BFC) 于 2020 年 7 月成立，是一个建立
在公私合营的法人协会，旨在为釜山成为国际金融中

心制定战略，并采取政策来发展当地金融业。

为支持这一使命，釜山金融中心 (BFC)将与各种机构
合作，并在釜山、韩国、东北亚以及全球更广泛的经

济范围中推动业务创新和技术发展。

釜山
大 韩 民 国

釜山金融中心

Busan Fina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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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kbfc.or.kr/eng/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 （CFC）是位于各大洲十字
路口的非洲金融和商业中心。 CFC被公认为非洲领先
的金融中心和最大金融中心的合作伙伴，在主要四大
类别建立了强大而繁荣的成员社区：金融公司、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服务提供者和控股公司。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 （CFC）为其成员提供了有
吸引力的价值和优质的“营商”支持，以促进在非洲的

活动部署。

卡萨布兰卡
摩 洛 哥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
Casablanca Financ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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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sablancafinancecity.com/


卡塔尔金融中心（QFC）位于东西方的交汇处，是全
球领先且发展最快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之一，致力于推
动卡塔尔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和投资目的地。

卡塔尔一直被评为是中东以及北非地区竞争力最强、
通信和创新领域最高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卡塔
尔金融中心（QFC）制定自己的国际法律、法规、税
收和商业环境，并受英国普通法管辖，该国允许高达
100％的外资所有权和100％的利润汇回，仅对当地来

源的利润征收10％的公司税。
多哈
卡 塔 尔

卡塔尔金融中心
Qatar Financial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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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fc.qa/en/Pages/default.aspx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是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领
先的金融中心。

该中心为促进整个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的贸易和投
资，通过迪拜将这些快速增长的市场与亚洲、欧洲和

美洲的经济进行联系，已有15年的历史。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拥有国际认可的独立监管
机构、历经考验的司法体系（具有英国法系框架），
以及该地区最大的金融生态系统。该地区拥有26,700
多名专业人员，分布在2,900多家业务活跃的公司中，

形成了这里最大、最多元化的行业人才库。 迪拜
阿 联 酋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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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ifc.ae/


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FMF）是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的金融中心，是德国和欧州的主要金融中心。该倡议
有超过60名成员，包括黑森州、法兰克福市和埃施博

尔恩，以及金融界数十名著名人士。

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和参与，他们都展示了他们与法
兰克福的密切关系，并希望将法兰克福定位为顶级的
国家和国际金融中心。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FMF）
利用其成员的影响力，宣扬法兰克福金融中心，并提

供高品质的对话平台。
法兰克福

德 国

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
Frankfurt Mai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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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rankfurt-main-finance.com/en/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13年成立了香港金融发
展局（FSDC），这是一个高级别的跨部门机构，旨
在促使金融业制定提议，以促进香港金融服务业的进

一步发展，以及规划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

自2018年9月起，FSDC成为有限责任公司，使其能
够通过研究、市场推广和人力培养，更好、更灵活地

履行职能。

香港
中 国

Hong Kong FSDC

27
Von Base64 - Eigenes Werk,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235760

香港金融发展局

http://www.fsdc.org.hk/en


泽西（Jersey Finance）成立于 2001 年，旨在代表和
推动泽西岛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明确领导者。 20 多
年来，我们一直捍卫泽西岛金融业的竞争地位，支持
最高监管标准和最具吸引力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全

球投资者的需求。

泽西
泽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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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西金融
Jersey Finance

https://www.jerseyfinance.je/


伦敦金融城（TheCityUK）是行业主导的机构，代表英
国的金融和相关专业服务。在英国、欧洲和全球，我
们推行政策，提高竞争力，支援创造就业机会，并确

保经济长期增长。

该行业占英国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十，拥有230万名员
工，其中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在伦敦以外。它是最大
的纳税人，最大的出口行业，产生的贸易顺差超过所

有其他净出口行业的总和。

伦敦
英 国

TheCity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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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金融城

https://www.thecityuk.com/


卢旺达金融中心（Rwanda Finance）是卢旺达政府管
理的一家新公司，旨在通过培育跨境贸易和投资，促

进卢旺达发展成为卓越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该中心提倡最高的监管标准和最有吸引力的产品和服
务，以满足全球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需求。

基加利
卢 旺 达

Rwanda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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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旺达金融中心

http://www.rfl.rw/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LFF）是金融中心的发展机构。
它是卢森堡政府与卢森堡金融业联合会（PROFIL）之
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汇集了各金融行业协会。

成立于2008年，其目标是发展卢森堡的金融中心，协
助开拓市场，鉴定新的商业机会。 LFF将国际投资者
与卢森堡提供的一系列金融服务串联起来，例如资产
管理和财富管理、银行业、保险、资本市场营运或咨

询服务。

卢森堡(城市)
卢 森 堡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

Luxembourg for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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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uxembourgforfinance.com/en/homepage/


马耳他金融（FinanceMalta）是一项公私合作计划，
旨在促进马耳他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马耳他金融（FinanceMalta）诞生在关键时刻，恰逢
马耳他加入欧元区。金融服务业现在是该国经济的主
要力量。马耳他在为该行业提供一些重要优势，例如
训练有素、积极进取的劳动力；低成本的营商环境；
以及由 70 多个双重征税协定支持的有利税收制度。

马耳他（城市）
马 耳 他

FinanceMalta

32

马耳他金融

https://financemalta.org/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CMA)是资本和保险市场的唯一
监管机构和监督者。它成立于1998年，第80/98号皇
家法令。 CMA 的策略围绕其所监管行业的持续发展

和动态性的部门。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CMA)的目标是资本和保险市场
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引擎。为了
实现该目标，CMA将继续发展和推广、高效和效率市

场和参与。

马斯喀特
阿 曼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

CMA 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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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ma.gov.om/


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是负责促进和发展巴黎金融市
场的组织。

作为欧洲和法国当局的特殊媒介，欧洲与法国当局一
起进行持续和建设性的对话，巴黎欧洲市场协会提出

了为金融中心的集体利益提出建议。

巴黎
法 国

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

Paris Euro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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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ris-europlace.com/en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委员会

经济发展委员会是毛里求斯政府的最高组织，在财政
部、经济规划和发展部的支持下运作，其任务是促进
和发展毛里求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EDB 的首要目标
是确保政策实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并勾勒出毛里求
斯经济发展的愿景。

毛里求斯国际金融中心

凭借其强大的金融服务部门及其在新兴经济体跨境投
资中的作用，毛里求斯已经建立了作为首选国际金融
中心的良好声誉。毛里求斯管辖区在众多国际荣誉中
在非洲排名第一，被全球公认为最安全和最容易开展
业务的国家之一。 路易港

毛 里 求 斯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厅

EDB Mauri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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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bmauritius.org/


意大利保险和金融银行联合会（FeBAF）由意大利银
行业协会和全国保险公司于 2008 年成立。

联合会代表银行、保险公司、另类基金、房地产和投
资基金、投资顾问和股票经纪人、养老基金以及意大

利金融界的所有主要组成部分。

联合会旨在促进银行、保险和金融的作用，同时促进
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罗马
意 大 利

意大利保险和金融银行联合会

FeB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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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ebaf.it/english/


斯图加特金融中心成立于2007年，是巴登-符腾堡州
及其首府斯图加特的金融中心措施。 它支持金融中心
并提高其可见度。斯图加特金融中心代表金融机构推
广金融中心，它连接金融中心并维持不断发展的网络。

在戴姆勒、保时捷、博世、凯驰或马勒等公司的推动
下，斯图加特以其领先的工业而闻名。 理论上强大的
工业总是与金融机会联系在一起的。 斯图加特为融资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斯图加特
德 国

Stuttgart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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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加特金融中心

https://www.stuttgart-financial.de/


东京国际金融机构（FinCity.Tokyo）由东京都政府与包
括主要金融机构在内的私人企业共同创立，以促进和

不断提升东京的金融生态系统。

为了增强首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并提高东京作为顶
级全球金融中心的形象，东京国际金融机构

（FinCity.Tokyo）开展了一些促销活动，包括：传播知
识；促进国内和国际市场准入/联网； 吸引海外金融

公司到日本等。

东京
日 本

FinCity.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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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idai [CC BY-SA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东京国际金融机构

https://fincity.tokyo/


多伦多国际金融中心（TFI）是加拿大最大的金融服
务中心，与政府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带领着多伦多
金融中心的国际推广和加拿大金融服务业的全球地位。

TFI 是多伦多金融业的枢纽，与各利益相关者紧密合
作，推动行业增长和竞争力。 TFI致力扩张多伦多金
融中心的业务至全球金融服务，与金融界、政府和学
术界合作，促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推动加拿大

的经济增长。

多伦多
加 拿 大

多伦多国际金融中心

Toronto Financ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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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fi.ca/


观察成员

柏林
波哥大
波斯顿
格林尼治 (康涅狄格州)

拉各斯
纽约
塔什干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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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rlin Finance Initiative是柏林充满活力的科技金融和数字经济中心的代言人。长期以
来，柏林一直被认为是欧洲银行、交易所、金融科技公司、投资者、保险公司和私募股
权/风险投资基金的最佳创业地点。此外，德国首都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研发基地以及
创新的企业和服务部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人才和专业人士。

Cámara de Comercio de Bogotá 是一个私营的非营利组织，其目标是通过提高和
加强该地区现有企业的服务能力，促进其居民的繁荣，改善营商环境，影响公
共政策，从而促进波哥大地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作为一个全球化的城市，波士顿被列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 30 个城市之一。总部位于
波士顿的 Fidelity Investments 在 1980 年代普及了共同基金，并使波士顿成为美国顶级金
融中心之一。这座城市是桑坦德银行总部所在地，波士顿是风险投资公司的中心。专门
从事资产管理和托管服务的道富银行位于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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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涅狄格州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格林威治镇被称为“世界对冲基金之都”。该州
拥有超过 400 家私人基金，管理资金超过7500亿美元，并且是全球第三大对冲基金中心。
康涅狄格对冲基金协会成立于 2004 年，是一个支持这一重要行业的非营利性专业协会。

EnterpriseNGR 是一个专业的政策倡议团体，旨在促进和倡导尼日利亚的金融和
专业服务部门，以期将尼日利亚转变为非洲首屈一指的金融服务中心。

大纽约商会（NYC Chamber of Commerce ）的使命是为企业、工人、居民和游客改善纽约
都会区的商业环境和生活质量。它为代表大纽约商业社区骨干的 30,000 多名商业和公民
领袖提供有价值的服务。它还促进网络、商业展览、教育论坛和国际贸易活动。



43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下属的战略改革局（Strategic Reforms Agency）于 2022 年成立。
除了改革国家和社会各个领域的主要任务外，该机构正在实施一项在塔什干市创建国际
金融中心 (TIFC) 的项目。TIFC 的主要目标涉及提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服务、对投资者的支
持以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国家金融市场和商业环境的发展。

https://sda.gov.uz/en/


联合项目

金融科技举措
中小企业融资
可持续金融

普惠金融
金融中心的未来
供应链金融
青年学术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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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举措

45

▪ 鼓励我们的成员在金融科技方面紧密合作。

▪ 讨论最佳实践 1. 构建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2. 培养金融科技人才
3. 鼓励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
4. 组织国际配对活动

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人工智能

中央銀行數位貨幣 去中心化金融

数字身份

区块链 & 数字资产 网络安全

元宇宙

主题

https://waifc.finance/zh/projects/fintech-initiative/


金融科技举措
元宇宙在金融领域
元宇宙在金融业的应用：

▪ 元宇宙中的银行网点业务——日常银行业务在虚拟世界中

▪ 虚拟世界身份认证和支付 –客户尽调(KYC)、反洗钱(AML)、欺诈

▪ 财富管理

▪ 资产可视化

▪ 数字化承保

▪ 数字化索赔

▪ 基于 ESG 和供应链的数字金融

他们有多现实？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期待它们成为主流？

作为金融中心，我们可以/应该做些什么来应对？

46



中小企业融资
在经合组织地区，中小企业是企业的主要形式，约占所有企业的99％。它们在世界各国经济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并为（1）国内生产总值（2）就业和（3）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47

https://waifc.finance/zh/projects/sme-financing/


检视全球使用的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在
成员国和那些成功选择金融工具的辖区
中进行比较分析

对中小企业路线图的最佳
实践、风险、挑战/教训、
政策措施和建议方法

在成员和当地市场
中与利益相关者进
行磋商

金融工具

可行性

咨询利益相关
者

中小企业路线

国内成功案例

概述路线图，以实施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可行
框架，重点是国际适用性和整个中小型企业
价值链；报告发布；发布成功案例

目的
• 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 通过获取必要的战略资源扩大业
务规模，创造一个中小企业能够
繁荣发展的商业环境，

目标
建立实施中小企业平台的路线图，
同时在以下领域确定和交流最佳
实践：
• 法律框架和风险评估
• 技术、中小企业平台和中小企业
中心的角色

• 审慎的银行约束和政策措施
• 金融工具，包括另外融资

48

中小企业融资



可持续金融
我们对金融中心的建议

合作

确保在国家和国
际范围内，可持
续金融生态系统
中不同参与者之
间的协作与合作。

发展

在整个金融行业
发展和建立可持
续的金融专业知
识、技术和能力。

利用

利用金融服务的
数字化，确保可
持续金融完全融
入未来的金融业。

培育

通过支持明确的
金融创新，培育
新金融工具供应，
将资本引导至可
持续的投资资产。

转化

将不同的国际和
国家框架、原则
和标准转化为切
实可行的指引和
行动。

促进

促进有关碳金融
的对话，尤其是
碳定价和碳市场
在推动向去碳经
济中可以发挥作
用。

4949

https://waifc.finance/zh/projects/sustainable-finance/


可持续金融
为循环经济融资

圆桌会议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与 合作举办

嘉宾：

▪ Cornelia Meyer博士, LBV 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 Patrick Schröder, Chatham House 循环经济政策专家

▪ Reinier van der Vusse, Polestar Capital循环经济债务基金/基金经理

▪ Naoki Tamaki 国际协力银行(JBIC)

▪ Amy Senter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北美区Director

▪ Karsten Löffler 德国绿色和可持续金融部董事总经理

50



普惠金融

“今天，有 25 亿成年人（占世界成年人口一半以上）——

被排除在正规金融服务之外。这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低收入人群中最
为严重，那里大约 80% 的穷人无法获得。将他们纳入正规经济是对减贫、解决不
平等和促进包容性增长的重要贡献。”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51

我们分析是否以及为什么某些人或公司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例如银行账户、
贷款或保险。

https://waifc.finance/zh/projects/inclusive-finance/
https://www.uncdf.org/inclusive-digital-economies


金融中心的未来

2030年，金融中心将以绿色、智能、创新、以客户为中心、普惠为特征

52

应迪拜国际金融中心（ DIFC ）
的邀请，联盟（WAIFC）成员
和观察员们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在迪拜举行会议，就金融中
心的未来进行圆桌讨论。
我们在白皮书中公布了讨论结
果。

https://waifc.finance/projects/future-of-financial-centers/
https://downloads.waifc.finance/publications/future-of-financial-centers-whitepaper.pdf
https://downloads.waifc.finance/publications/future-of-financial-centers-whitepaper.pdf


供应链金融

共同工作主题:

▪ 供应链金融 (SCF) 需要具备
哪些类型的特征才能从金融
角度满足供应链可视化和弹
性需求？

▪ 供应链金融数字化应如何推
进？

▪ 供应链和投资链如何融合？

▪ 领先的金融中心可以发挥什
么作用？

▪ 他们如何将自己定位为供应
链金融中心？

53

Heightened 
geopolitical 

risks

Intensifying 
competition 

over 
strategic 

goods

Increasing 
demand for ESG 

disclosure

Increasing 
responsibilities of 

compliance

External factors produce market-
wide challenges for supply chains
▪ How to achieve transparency?

▪ How to adapt to new regulation?
▪ How to enhance the supply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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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申请人

49
已核准年龄
的申请人

5
公开出版

44
未公开出版

26
国家

55%
男性

45%
女性

性别

39%
本科

10%
硕士

39%
博士

12%
教授

教育水平 / 学位 / 职位

20
最年轻

27
平均

35
最年长

年龄

对全球三篇最佳的关于金融中心、金融的未来或可持续金融等关键主
题的学术研究论文计划。

第一名将获得 3,000 欧元，第二名2,000 欧元，第三名 1,000 欧元。

此外，我们还邀请获奖者于今年 10 月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的 2022 年年
度大会上展示他们的论文，并支付差旅费。

青年学术激励计划

https://waifc.finance/news/waifc-young-academic-award-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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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术激励计划



精选发表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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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可持续金融
2020年12月2日

疫情后的创新和金融科技
2020年12月21日

金融中心如何帮助推动疫情后的国
际监管合作

2021年6月28日

支持中小企业疫情后的可持续
经济复苏

2021年3月2日

中小企业融资：监管机构如何确保
从疫情中快速及可持续地复苏

2021年4月22日

新冠疫情对银行业监管未来的影响
2021年8月31日

https://downloads.waifc.finance/publications/WAIFC%20Report%20on%20Regulatory%20Cooperation.pdf
https://downloads.waifc.finance/publications/WAIFC%20Report%20on%20the%20Impact%20of%20COVID-19%20on%20the%20Future%20of%20Banking%20Regulation.pdf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 World Allia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WAIFC) - AISBL

国际非盈利协会
董事会成员: Jennifer Reynolds (Chair), Frederic de Laminne (Treasurer), Yousuf Mohamed Al Jaida, Abdullah Al Rabiei, 

Arif Amiri, Keiichi Aritomo, Nick Barigye, Arnaud de Bresson, Miles Celic, King Au, Kairat Kelimbetov, Jong Hwa Kim,

Nicolas Mackel, Lamia Merzouki, Ken Poonoosamy, Philippe Richard, Dominik Schütz, Hubertus Väth

注册地址: Chaussée Bara 68A Bte 8, 1420 Braine-L'Alleud, Belgium

联系方式: Jochen Biedermann, Managing Director, Email: office@waifc.finance

网站: https://waifc.finance/zh/

mailto:office@waifc.finance
https://waifc.finance/zh/

	Title & TOC
	Folie 1: 内容介绍
	Folie 2
	Folie 3

	Introduction
	Folie 4: WAIFC组织全球领先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
	Folie 5: 使命和目标
	Folie 6: 我们成员的基本情况

	News
	Folie 7
	Folie 8
	Folie 9
	Folie 10
	Folie 11
	Folie 12
	Folie 13
	Folie 14

	Governance
	Folie 15
	Folie 16: 协会治理
	Folie 17: 董事会成员

	Members
	Folie 18
	Folie 19
	Folie 20
	Folie 21
	Folie 22
	Folie 23
	Folie 24
	Folie 25
	Folie 26
	Folie 27
	Folie 28
	Folie 29
	Folie 30
	Folie 31
	Folie 32
	Folie 33
	Folie 34
	Folie 35
	Folie 36
	Folie 37
	Folie 38
	Folie 39

	Observers
	Folie 40
	Folie 41
	Folie 42
	Folie 43

	Projects
	Folie 44
	Folie 45: 金融科技举措
	Folie 46: 金融科技举措 元宇宙在金融领域
	Folie 47: 中小企业融资
	Folie 48: 中小企业融资
	Folie 49: 可持续金融 我们对金融中心的建议
	Folie 50: 可持续金融 为循环经济融资
	Folie 51: 普惠金融
	Folie 52: 金融中心的未来
	Folie 53: 供应链金融
	Folie 54: 青年学术激励计划
	Folie 55
	Folie 56: 精选发表刊物

	Contact
	Folie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