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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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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十四五”开局在即，雄安新区建设发展迈入新的征程。雄安新区致力于打造生态宜居、创新引领、协调发

展、开放先行的现代化新城。树立“雄安质量”，金融必不可少。当前，雄安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仍显不足，投融资
平台的融资能力与城市建设所需巨大资金不匹配，投融资体系仍在建设，仍需探索资本市场多渠道融资途径；金融
机构参与城市建设与发展不够深入，仅银行开始深入布局，证券、保险业初步落户雄安，期货行业仍在规划参与阶
段。应从拓宽融资渠道、鼓励市场参与、发展绿色金融以及推行科技金融创新等多角度入手，以政策引领和金融机
构的市场化参与为基础，提升雄安新区城市建设与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水平，建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
质量发展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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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逐步发挥调整区域空间结构、拉动经济高质量发

一、
引言
雄安新区自 2017 年设立以来，始终保持稳步发

展态势。2018 年 4 月，
《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明

展的重要作用。
雄安新区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高标准、高定
位的城市建设所需周期长，预期投入资金规模大，
沉淀成本高，仅仅依靠政府投资无法满足建设需

确将雄安建设成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模

要，必须利用金融手段补足资金需求。从深圳特

版。四年来，雄安新区城市发展加速，逐步承接京

区、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的建设经验来看，城市建

津企业，产业结构向高端迈进；容东片区安置房科

设与发展需要依靠金融拉动。深圳特区建设初期，

学建设，征迁工作有序推进；区块链开始应用于城

强调资金“引进来”，采用优惠政策，吸引金融机构，

市建设，基础设施数字化、项目工程信息化付诸实

信贷规模逐步扩大；浦东新区则将陆家嘴金融贸易

践；京雄高铁开通在即，交通一体化初见规模。雄

区的建设发展作为中心，聚集金融资源，集中发展

安新区作为构建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切入点，正

金融业态；在滨海新区的建设中，也以金融支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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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发展方式转变为抓手，以金融服务带动产业升

以来存在生活污水乱排放问题，污水直接入淀引发

级，打造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双驱动的发展中

水体污染，淡季存在湖水枯竭危机。

心（曲彬，2015）。雄安新区在未来建设与高质量发
展过程中，
金融支持同样必不可少。

因此，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做到生态先
行，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要在规划设

金融支持在广义上指的是金融机构在市场和

计阶段就将优美的生态环境作为城市建设的一部

社会政治规律下投资于企业或者产业的过程，而狭

分，将绿色与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充分发挥白洋

义上指的则是金融机构依照政策向客户提供多元

淀以及周边水网的作用，将蓝天绿水与宜居城市相

化金融服务的非市场化经营方式（谭波、邓远建、黄

结合，营造清新、富有活力的生态新区。生态宜居

鹂，2012）。区域经济的发展需要金融拉动，相应

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也会为金融提供良

好 的 外 部 环 境（李 红 、王 彦 晓 ，2014；刘 士 义 ，
2017）。并且，金融杠杆与经济的增长存在“倒 U

型”关系（马勇、陈雨露，2017），因此在利用金融支

新区需绿色金融助力。绿色金融致力于提供保护
与改善环境、节约高效利用资源以及应对气候变
化，雄安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绿色制度安
排，构建绿色金融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和机制保障，
激励金融资源的绿色流向，并有效抑制高能耗、污

持城市发展中，需要依据发展阶段配置资源，使金

染性的投资，从而支持传统企业的绿色改造，引导

融结构能够服务于城市资源禀赋以及由此而形成

雄安新区打造优美生态的核心竞争力。雄安新区

的产业结构（杨子荣、张鹏杨，2018）。本文讨论金

融对雄安新区建设的支持与引导，是指金融市场与
金融机构通过资源配置投资于城市建设与发展并
提供综合性金融服务的过程。基于城市高质量建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践中，绿色金融的支持势在
必行。

2.创新引领城市需要金融机构助力

创新驱动是对雄安新区城市发展的新要求。

设发展的基本路径，若将雄安新区的建设分为前期

雄安新区的设立与发展是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规划、中期建设与后期完善三个阶段，金融在这三

的背景下，必须依靠创新培育新的增长引擎，适应

个阶段分别以参与融资规划、投资项目建设与提供

经济新常态，推进城市区域内动能转换与产业升

后续服务等方式参与支持。这一过程既可以通过

级，聚集区域创新资源，通过雄安新区城市的带动

市场推动，也可以由政府调节，即市场性与政策性

作用引领河北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雄安新区依

的金融支持交互作用，最终推动雄安新区城市的高

托城市区位优势，承接北京研发和高科技产业，建

质量发展。

设高端产业园区，整合创新资源，实施创新体制，打
造集研发与转化为一体的创新示范城市。

二、雄安新区城市发展规划需要金融支持

雄安新区打造创新城市，推进城市高质量发
展，金融机构的助力必不可少。创新的实现其一是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是国民经济的重要调节

以科研为起点，集中于大学、科研机构，通过政策支

器，是控制货币供给的总闸门，是发展经济、革新技

持上游高校和科研机构开展研究，获取创新成果并

术的重要杠杆，作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雄安

自上而下推广应用；其二是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

新区，
其城市的发展规划离不开金融支持。

协作，打造基于市场需求的创新链。作为科教资源

1.生态宜居城市需要绿色金融支持

雄安新区致力于打造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坚

缺乏的新区，雄安新区的城市发展路径可以借鉴深
圳特区经验，自下而上，以企业为主体将研发创新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雄安新区地处河北腹地，

与市场对接。这一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

毗邻“华北之肾”白洋淀地区，但是其所在区域系京

银行业金融机构为创新研发提供贷款融资，证券业

津冀大气污染和水资源污染地区，大气 PM2.5 含量
常年处于超标状态，雾霾形势严峻。2018 年，雄安

所在的保定 PM2.5 浓度 67 微克/立方米，在河北 14

个市中排名第 9 位，在 169 个重点城市中排名倒数
第 8 位 ，大气污染问题严重。并且白洋淀区域长期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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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或发行债券融资，保险业为
成果研发应用保驾护航，其他金融机构各展所长，
为创新产业的集聚与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使雄安
新区将城市发展的重点集中在创新上，科技、文化、
产业创新相互交融，积极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雄安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支持路径

城市氛围，引致经济增长驱动的转变，推进雄安新

行政区划，其本身的开放能力有限。三县基础产业

区城市高质量发展，
打造全球创新高地。

为服装箱包、塑料和食品加工等传统低档产业，缺

3.协调发展城市需要金融市场参与

协调发展是对雄安新区在地理空间角度的功
能定位，打造协调城市，要将雄安新区的城市高质

乏吸引开放性资本能力。雄安新区要发展，必须充
分集聚各种资源，不仅要对内开放，更要对外开放，
吸引外国投资，完成区域高端转变。

量发展放在京津冀协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整体

雄安新区强调
“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
，
天生具有

中，实现统筹规划，建立机制保障，充分协同。雄安

开放基因。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金融体系完善

新区作为京津冀区域的核心城市和拉动河北经济

协作，吸引高端要素，引导产业升级，打造具有吸引

的新增长极，需要形成要素流动洼地，打造完善的

力的营商环境。以开放集聚金融资源，建立大金融

金融市场，带动城市产业经济进步。但是当前雄安

格局，
借助放宽金融市场准入机遇，
抢占对外开放先

新区城市经济强度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发展仍显落

机。以创新的金融产品开发和先进的金融服务能

后，部分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公共服务能力低于北

力，
聚集国内外创新、
人才、
资本等要素，
深化体制改

京、天津，交通便利度较差，土地住房仍在规划，城

革，以完善的金融体系抵御风险，带动城市升级，助

市建设还未完成，城市协调发展仍存在诸多制约

力优势产业
“走出去”
，
将雄安发展成为开放新高地。

因素。
雄安新区作为新生的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中，

三、
雄安新区城市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机理

重点突出区域协同和城乡协调，精准识别发展中的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完善城市公共服务，拉动经济

探讨雄安新区城市发展的金融支持现状与机

增长与区域协调，补短板强弱项，需要完善的金融

理，有助于使提出的雄安新区城市发展的金融支持

市场全程参与。不论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承接

建议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京津企业，还是“以城立城”，建设新发展理念的现

1.雄安新区金融发展现状

代新城，都需要金融市场提供充分的资源保障，在

（1）雄安新区存贷款和债券融资情况。在雄

形成资本要素洼地的过程中，承接北京的证券、保

安新区规划开始前，雄县、安新县、容城县三地财

险、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总部或分支，建立雄安品牌，

政规模很小，金融不发达，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小

创建新的体制机制，提供财税金融政策保障，引导
金融资本流向城市建设与产业升级。在高质量的
城市建设中，通过政策引导，带动金融资源支持发
展环境的营造，充分利用金融市场提供金融服务平
台，使金融要素在城市发展中充分流动，以提升雄
安新区的协调发展水平，打造交通便利、公共服务
均等化、城市建设现代化的协调新城，提升雄安新
区城市强度，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经济，推进京津冀
协同纵深发展。

4.开放先行城市需要金融体系协作

打造雄安城市开放发展先行区，要充分提升雄
安新区对内对外的开放水平，建立适应国际投资贸

（见表 1）。
表1

年份

2015—2017 年雄安新区金融机构存贷款情况
三县合计金融机构

三县合计金融机构

各项存款（亿元）

各项贷款（亿元）

2015

360.41

154.47

2017

477.39

177.12

2016

409.53

数据来源：
wind 数据库。

173.35

自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来，为满足城市建设与
发展需求，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已发行了一系列
债券，所发行的债券情况见表 2 所示。

可以看出，雄安新区目前债券发行规模仍然较

易规则的制度体系，形成领先的城市管理模式，扩

小，中国雄安集团有限公司作为新区城市建设开发

大开放合作平台，形成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但是

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与运营者，其利用债券市场获取

雄安新区现有公共设施薄弱，营商环境仍在打造。

融资的规模不足以支撑城市建设的巨大资金需求。

雄安新区城市区域没有海港，城市建设需要交通先

（2）雄安新区金融机构现状。自雄安新区设立

行，以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城市发展提供基础。在雄

以来，银行业、保险业、券商业等多家金融机构已在

安新区规划建立前，雄县、容城县、安新县作为县级

雄安新区设立分支机构，雄县、安新县、容城县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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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8—2020 年雄安新区债券发行情况
债券简称

发行规模(亿元)

期限(年)

发行日期

利率
（%）

债券类型

20 雄安 SCP002BC

6.00

0.49

2020-08-12

1.99

超短期融资债券

18 雄安 PPN001
19 雄安 PPN001
20 雄安 SCP003

20 雄安（疫情防控债）SCP001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6.00
6.00
4.50
3.00

3.00
3.00
0.49
0.49

金融体系得到了一定发展，但是金融机构服务城市

2018-11-15
2019-11-11
2020-09-16
2020-03-19

4.40

定向工具

4.15
2.10
1.78

定向工具
超短期融资债券
超短期融资债券

2.雄安新区城市发展的金融支持机理

建设与发展的能力仍然较弱。目前银行业金融机

（1）政策引导机制。金融政策对城市发展具有

构在雄安新区布局较为积极，多家银行在年报中重

引领作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利用金融政策平衡

点提及雄安新区城市建设相关服务；保险机构拟落

区域发展水平，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十分必要。例

地并已开始通过险资投入雄安新区建设；证券行业
金融机构跃跃欲试，积极探索雄安新区投融资渠
道；
期货业也有意向在雄安新区设立基地及网点。

截至 2020 年 9 月，共有 14 家银行获银保监局批

如，美国在 2008 年危机后开始利用金融政策，解决

南北经济不平衡问题；调整地方联邦储备银行制定
的贴现率，以拉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实行双线
银行制度，鼓励商业银行对落后地区提供资金支

准，在雄安新区建立分行。分别是中国工商银行、

持；联邦政府对在落后地区投资企业，给予长期的

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邮政

低息贷款和补贴优惠。日本早期也通过立法，引导

储蓄银行、交通银行、光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招

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支持日本东北地区发展。在

商银行、中信银行、承德银行、华夏银行、张家口银

雄安新区城市建设发展中，突出金融政策的作用，

行、保定银行。银行机构为雄安发展提供“融资”和

将绿色生态、产业结构、创新发展、开放水平等变量

“融智”双轨道服务，对新区以信贷业务为主的各项

纳入金融政策的考量范围，通过政策规划的引导作

金融服务能力正在显著增强。多家银行在 2019 年

用，带动城市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完善，能够谋

年报中提及主动服务雄安新区建设，实行差异化信

求经济增长与环境、产业等之间的平衡，响应中央

贷政策、推动资金跨境流入支持，包括中国银行、中

对于雄安新区的顶层设计规划，引导地区金融政

国工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光大银

策、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协同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行等。其中，银行业助力绿色智慧雄安新区建设；

（2）资金引流机制。城市发展中运用政策化金

工银科技融入数字新区建设；光大银行与雄安集团

融支持，可以吸引资金流向城市高质量发展领域。

共建数字金融科技实验室，助力雄安新区打造智慧

例如，滨海新区设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等产业引导

城市、智慧政务；中信环境中标容城县萍河生态治

基金，投资于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制造业和高技

理 EPC 项目，正式参与雄安新区的环境治理工程。

截至 2020 年 9 月，保险、券商和期货行业已经

术产业，运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对产业由低端传
统向高端创新转变起到了引领作用。在雄安新区

开始布局雄安新区服务规划。对于保险业金融机

建设过程中，运用金融支持手段，将创新、协调、绿

构，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新支公司已获批

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寓于金融机构的日常经营活

迁至雄安新区，阳光保险、中华保险、太平洋保险、

动中，能够通过差异化信贷政策、专项债券、产业投

太平保险纷纷表态将参与新区建设；此外，中国人

资基金等手段，引导资本退出落后产能，带动绿色

寿通过投资京能电力支持雄安新区能源供给。在

产业、创新经济发展；引动资金支持小微企业，塑造

证券行业，安信证券、长江证券、国开证券在雄安新

良好营商环境；引领要素在雄安新区城市充分流

区设立了分支机构，财达证券也获批设立雄安分公

动，构建协调开放的现代化新城。

司。对于期货行业，方正中期期货意向布局雄安新
区，
计划设立分支机构及人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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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城市发展中起到引导支持作用。社会网络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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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存在于金融市场中，如金融机构间的关系、金融

设施和城市建设任务涉及范围广、行业多，资金需

机构与投资者的关系、投资者间的关系、银行与公

求规模大，但是集团融资能力有限，资产尚未形成，

司的关系等，信息通过社会网络集聚和扩散，在金

缺乏有效融资手段；并且雄安三县过去产业较为低

融中表现为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影响企业及个人的

档，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城市竞争力有限，当前要素

投资决策（李培馨、陈运森、王宝链，2013）。在雄安

聚集仅依靠政策拉动，本身对资本、人才的吸引力

新区城市建设过程中，利用金融行业本身识别信息

不足。因此，需要雄安新区优化运营模式，融合投

能力，精准识别符合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项目，

资、融资、开发、建设、经营于一体，完善投融资板

对项目效果加以评估，并向社会公众传递，能够通

块。要围绕新区城市建设需求，积极筹建或引入各

过社会网络的传播扩散，带动成员趋同的投资行

类金融牌照，整合现有金融资产，搭建新区城市投

为，引起社会各部门参与城市发展的热情，优化城

融资服务平台，
制定涵盖交通、
市政、
园区、
土地一级

市要素配置，推动城市化建设，促进城市升级。

开发与城市地下空间开发等各类基础设施项目的投

（4）风险防控机制。金融体系的风险防控能力

融资规划，
为雄安新区城市建设保驾护航。

为雄安新区建设发展提供保障。金融机构本身具

（2）增加资金渠道，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在雄

有较为完善的风险防控能力，尤其是在项目投资过

安新区建设过程中，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充分利

程中，将风险防控贯穿投资活动的整个周期。在雄

用相关政策，在运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实现突破。

安新区城市建设发展的重大项目投资进程中，金融

在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融资主体前提下，融资平

体系可以为投资项目提供全方位的风控服务，以风
险审核管控手段，对城市建设中的项目、企业等提

台可以综合利用资产证券化、公司债券、PPP 模式、
融资租赁等多种融资渠道。针对雄安新区“房住不

供风险监测。同时也对金融机构的业务开展和金

炒”的要求，积极推动住房租赁贷款；针对雄安新区

融工具创新加以监管，规范金融机构的日常业务，

开放发展的定位，探索运用境外政府贷款；针对雄

严格把控金融市场准入与金融创新，设定必要边

安新区重点建设智慧城市、数字城市的要求，创新

界，促进良好发展环境的形成，防范城市发展中可

基于区块链、大数据供应链的融资；开展基金合作，

能出现的风险。

助力雄安新区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在直接融
资板块，应该多运用类似于差异化板块的直接融资

四、
金融支持雄安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

产品，标准化产品和非标准化产品，积极发挥证券

路径建议

化市场盘活存量的作用，创新直接融资产品，以新

1.多种投融资渠道并行，助力城市建设

金融工具推进城市发展。
（3）创新专项债发行应用，优化绩效管理。雄

在雄安新区建设发展中，上级财政资金、转移

安新区在地方政府债方面走得比较靠前，但目前，

支付、一般债券和专项债券构成了主要的资金渠

专项债募投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较为单一，

道。立足于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城市的定位，

使用范围仍待扩展；专项债投向领域以容东片区及

单纯依靠当前融资渠道仍有不足，还需探索多元化

昝岗组团配套基建为主。雄安新区未来城市基础

的长效投融资机制。

设施的建设、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产业基础设

（1）构 建 雄 安 新 区 融 资 体 系 ，建 立 大 金 融 格

施的建设存在着巨大的融资需求，这种融资需求与

局。雄安新区的发展需要长期稳定的资金支持，探

地方财政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错配，而专项债的发

索雄安新区投融资体制创新尤为关键。构建雄安

行可以较好地解决这种错配。要发挥专项债推动

新区融资体系，一方面要利用好财政“杠杆性”政策

雄安新区创新发展的效应，首先，需探索与雄安新

工具，以政策引领资源配置；另一方面要寻找符合

区区域发展战略相匹配的创新性专项债券产品，例

城市发展战略需求的优质项目，以市场化方式募集

如在绿色建设、信息系统、大数据建设领域发行雄

资金投入城市建设，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融资主

安特色专项债；其次，应创新专项债产品设计，优化

体。中国雄安集团是雄安新区开发建设的主要载

专项债绩效管理，在专项债投资于项目的全过程建

体和运作平台，面临的挑战颇多。新区初建，基础

立覆盖整个流程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最后，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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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财政“杠杆
性”政策工具

政策

资产证券化
（ABS）

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
的融资主体

公司债券

项目

寻找优质项目

PPP 模式

融资租赁

建立雄安新区城市建设开发和运营的综合服务平台

融资主体
构建市场化融资主体

融资方式
企业债、公司债、ABS 等

地方政府融资体系
（基于平台公司）

融资保障
加强地方债务管理

融资机制
明确政府与融资平台的关系

图1

雄安新区地方政府投融资体系构建图

注：本图由作者设计绘制。

鼓励专项债用作项目资本金，拓宽融资渠道。

2.政策引领与市场参与结合，
实现资源合理配置

在金融支持雄安新区城市建设与发展过程中，

策鼓励高新产业发展，优化城市产业结构，形成新
的支柱产业，带动雄安新区经济增长。
（2）鼓励市场参与，实现资源合理配置。金融

要多方协作，使政策性和市场性金融支持共同发

机构应在市场化模式下，积极参与雄安新区的城市

力，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引导新区城市建设

建设与发展，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在雄安新区设

与产业升级。

立分支机构，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打破资金要素

（1）以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带动产业升级。雄安

流动壁垒，制定统一的金融标准，打通京津冀金融

新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优势产业的支撑，雄

产业链条，满足雄安新区建设中的资金需求。银行

安新区以往的产业模式较为低端，雄县的包装产

业采用贷款、承兑、票据贴现等多种方式，为新区建

业、容城的服装玩具加工产业以及安新的制鞋产业

设提供多样化融资服务；积极采取措施，吸引企业

都存在规模小、产业分散、效率低且有一定污染的

入驻，可基于供应链、创新链为核心企业上下游提

弊端。产业升级需要金融资源的配合，通过政策引

供资金支持，鼓励中小企业进入雄安新区发展，同

导，淘汰落后产能，带动资金退出污染行业；引导金

时，对高科技企业、新兴产业提供一定程度倾斜的

融资源投入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产业，带动雄安

信贷政策。证券业要根据雄安新区城市建设的需

新区产业升级；通过一定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

求开展诸如资产证券化、短期融资融券等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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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服务，助力雄安新区盘活流动性较差资产，

准化绿色债券发行流程；细分绿色债券信用评级，

投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优质企业上市，提升

加强信息披露与监督；优化审核流程，对发行主体

区域企业质量，打造龙头引领企业；鼓励合格企业

给予一定的财政贴息、税收减免等优惠支持；引导

发行债券融资，实现城市产业结构优化，保险业可

各类资金投向绿色债券，使绿色项目获得充足金融

依照城市产业定位提供多样化资金支持，研发个性

支持。第三，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结合雄安新

化保险产品，防范城市发展中的风险隐患。

区绿色城市定位和现有产业转型方向，设立专项基

3.发展绿色金融，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金，增加对绿色产业升级的投资；建立绿色基础设

雄安新区城市发展需围绕“打造优美生态环

施专项基金，支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改造；鼓励

境，构建蓝绿交织、清新明亮、水城共融的生态城

设立白洋淀区域污染治理专项基金，应对雄安新区

市”的总体要求，构建生态宜居文明城市，需要借助

水体污染与水资源缺乏情况。

绿色金融力量，淘汰落后产能，引导环境友好绿色
低碳企业落户，推动生态宜居城市建设。
（1）制定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建立绿色项目推

（3）创造良好的绿色金融环境，完善绿色金融
服务。雄安新区城市建设中的绿色金融发展需要
良好的运行环境为依托，营造绿色文明生态友好的

动机制。根据雄安新区的定位，结合当前中央及地

金融发展氛围。一是健全绿色金融政策扶植机制，

方的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制定雄安新区绿色金融方

从财政、税收、审批等多方面提供优惠，带动金融机

针，高屋建瓴，找准雄安新区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

构参与。二是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拉动企业发

目标与未来方向，构建支持城市绿色转型的金融体

展绿色项目的积极性，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绿色金融

系。完善相关制度规章，建立相匹配的监督和约束

领域，以税收和补贴政策提升绿色项目的利润率，

机制，充分带动全社会共建共享绿色城市，为绿色

转变政府购买倾向性，为绿色企业提供资金收入。

金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落实绿色项目推动机制，

完善绿色金融服务，需要建立绿色金融信息共享机

通过政府引导优质绿色项目落地，打消社会对绿色

制。首先，建立信息公开标准，明确绿色信息公开

项目时限长、成本高、回报率较低等方面的顾虑，鼓

的内容范围；其次，搭建绿色金融信息共享平台，提

励企业积极参与，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从财税金

供绿色金融信息获取方式；再次，对绿色信息公开

融政策的优惠支持角度，为绿色金融提供正面激

进行监督，全过程披露绿色项目信息；最后，发展第

励；提升企业和市民的环保意识，提高金融机构利

三方认证与评级机构，完善绿色金融服务的认知与

用绿色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意识；强化各主体社会

统一标准，尤其针对碳金融等雄安新区城市发展重

责任，建立绿色生产信息披露机制，推动雄安新区

点新兴领域，搭建完善的服务体系。

城市内企业绿色信息透明化。
（2）创新利用多种绿色金融工具。近年来，我

4.推动科技金融发展，
打造创新示范城市

发挥雄安新区创新示范区的作用，要借力京津

国绿色金融产品深化创新，在助推地方经济发展与

地区科技创新资源，形成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利

综合环境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雄安新区

用科技金融推进创新发展，打通京津冀创新链条，

环境友好城市建设中，第一，应大力发展绿色信贷，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打造创新示范城市。

政府、企业、商业银行协作共建雄安新区特色绿色

（1）规范金融科技标准，打造雄安金融科技中

信贷体系。鼓励商业银行发放绿色信贷，建立符合

心。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多家科技金融

绿色企业项目特点的信贷管理制度；完善绿色信贷

服务企业陆续入驻，阿里系三家公司落地，蚂蚁金

执行标准，引导政策性银行补充提供绿色信贷；财

服与人工智能推进雄安数字金融建设；工银科技

政贴息与税收优惠并行，完善激励机制；优化绿色

登陆雄安，助力建设智慧城市；京东金融、腾讯公

信贷担保机制，搭建企业数据和绿色信贷信息共享

司均加入服务雄安之路，发挥技术优势带动金融

平台；完善信贷主体评级机制，利用差异化信贷政

创新发展。科技金融未来可期，云计算、人工智

策促进雄安新区城市绿色发展；建立绿色信贷监控
体制，疏通信息传导。第二，推进绿色债券发行，鼓
励绿色项目融资。制定雄安新区绿色债券规划，标

能、区块链、
“刷脸”、5G 新技术的出现，更需要规范

化的标准作为支撑。首先，需要基于城市建设情
况与相关法律法规，研制创新技术金融应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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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融合与落地应用。其次，需要完善新技术应用的
风险预警机制，了解风险传导路径与风险发生阈
值，在积极利用科技创新成果的同时，有效防范风

“十四五”开局在即，雄安新区建设迈入新的征

险。最后，要加强区块链技术和金融科技应用的

程。当前，雄安新区城市建设仍在进行，金融发展

相关立法，完善制度体系，促使新技术真正赋能实

仍待深入，对于城市建设的资金支持规模尚有不

体经济，搭建数据开放、场景开放的前沿性创新基

足。新区未来发展需要以高质量发展理念引领，创

地。以规范的金融科技标准为根基，为雄安新区

新投融资体制，推行经济体制变革；优化营商环境，

金融创新与应用提供健康的环境，助力建成雄安

引导社会资本和民营企业投入雄安发展浪潮；深化

金融科技中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产业优化升级；遵循绿色

（2）鼓励金融创新，优化科技金融服务。金融

发展，建立生态友好城市；实施创新驱动，打造智慧

与科技的结合，带来金融结构的不断完善与资源更

新城。金融支持是促进雄安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

优化的配置。在雄安创新城市的建设发展中，要积

需从政策引领和提升金融机构的市场化参与两个

极鼓励金融创新，支持科技发展。首先，要完善科

方面着手，以绿色宜居城市、创新引领城市、协调发

技金融发展的机制保障。从企业准入、信贷审批、

展城市和开放试点城市的建设为契机，构建雄安特

风险核查等方面搭建完善的运行机制，为科技金融

色投融资体系，推动城市开发运营主体转型，优化

营造良好环境。其次，推动金融机构创新。引导创

资金来源，打造市场化融资平台，利用专项债等工

新企业灵活运用金融工具进行融资，使金融机构服

具，助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引进金融机构，

务于科技企业和新兴产业；金融机构间可联合加强

提升金融深化水平，优化新区资源配置；发展绿色

投贷联动，推出全方位的金融产品，服务创新型中

金融，利用绿色金融工具，建设生态文明城市；推动

小企业；结合雄安新区绿色、创新、协调、开放的定

金融科技发展，以新技术带动智慧城市建设，打造

位，借力大数据、区块链等创新科技，推出符合雄安

雄安科技金融中心。多渠道着力提升雄安新区城

新区需求的金融服务模式。最后，要保证科技资金

市发展中的金融支持水平，践行“雄安质量”，助力

的充足配置。加大对创新平台、成果转化的财政投

千年大计，打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

入，并引导金融机构为高新技术发展提供资源，撬

量发展新城。

动社会资金投入智慧雄安建设。
（3）集聚科技创新资源，引进培养人才。雄安
新区的建设要立足于形成河北经济发展新的增长
极，在要素净流出地区打造要素净流入城市。利

注释
①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保定年鉴》
（2018 卷），河北人
民出版社，
2019 年。

用雄安新区的资源洼地作用，广泛集聚创新资源，
吸引海内外金融科技人才；提升人才待遇，以地方
高层次人才工程提高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打造
雄安新区科技金融人才聚集地；发展城市金融业
和科技产业，塑造良性竞争环境，激励人才赴雄安
新区就业创业；打造 科 技 金 融 智 库 ，带 动 人 才 交
流与思想碰撞，为城市发展提供更优方案。不仅
要 引 进 人 才 ，更 要 做 好 人 才 培 育 ，定制式培养雄
安新区需要的工作者。建立雄安新区品牌高校和
人才基地，建设“金融+科技”的培养方案，鼓励高
校引进金融机构人员和科技从业人员作为行业导
师，为雄安新区建设提供更专业的科技金融人才
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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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Path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Urba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Xiong’an New Area
Hu Hengsong Wang Hao Han Ruijiao

Abstract：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 Xiong’an New Area has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development. Xiong’
an New Area will be founded to be a modern new city that is ecologically livable, a leading area of innovation, a sample area for
harmonious development, an advanced area for opining up. Financial support is essential in the construction of Xiong’an’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financial support of Xiong’an New Area is still insufficient. The financing capacity of
platforms does not match the huge funding gap that is required for urban construction, and the capital market is not fully utilized
for financ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not deeply involved in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nly banks have begun the
in-depth layout, while the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industries have just initially settled in Xiong’an, and the futures industry still
plan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Xiong’an.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Xiong’an New Area,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such as broadening financing channels,
encouraging market participation, developing green finance, and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financial innovation. Based on policy
guidance and market participation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 level of financial support in the urba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ill be promoted, and Xiong’an New District will be built into a innovative, coordinated, green, open and shared
high-quality developed area.
Key Words：Xiong’
an New Area；Financial Support；Urban Construction；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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