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04
星期二 本期共四版

主管：
中国企业联合会 中国企业家协会

创
刊
词

主办：
《中国企业报》股份有限公司

承办：北京两岸金融研究院

新闻热线：010-88413192

编辑：
金开尔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E-mail：jincns@126.com

国家开发银行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
已成为我国最大的中长期投融资银行、最大的债券银行、最大的对外投
融资合作银行和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为促进开发性金融社会化，
共同推进开发性金融事业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发起成立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
并搭建了开发性金融大讲堂这一社会宣讲平台，
宣介开发性金融的理念、
方法和运作模式，研究破解制约我国经
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难题，
探讨金融支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模式，
创新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新路子。
鉴于此，
中国开发性金融大讲堂在《中国企业报》开设开发性金融专刊，
愿意携手社会各界与国际朋友，深入
探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
交流开发性金融理论和方法。

“三融”模式助推城乡一体化发展
陈元

中国开发性金融大讲堂简介
中国开发性金融大讲堂是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金融社会化平
台，
具有为企业对接国开行获取融资、
融智、
融商服务，
为国开行成批
量开发新客户的职能。大讲堂由国家开发银行和国家信息中心共同
主办，国家开发银行客户服务管理中心和北京两岸金融研究院具体
承办，
联合地方政府、
大专院校、
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协办，
广泛吸
收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会员、
国开行客户和有关专家学者等参与。
一、
主办单位
（一）国家开发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于1994年3月成立，是直属
于国务院领导的国有政策性金融机构。2008年12月，经国务院审
批，国家开发银行整体改制成为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国家信息中心：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
心）是国家发改委直属事业单位，
也是国家经济信息系统和国家电
子政务外网系统牵头单位。1987年成立，2010年中编办批准国家
信息中心加挂国家电子政务外网管理中心牌子，承担了政务外网
规划、建设、
运行维护及相关管理工作。
二、
承办单位

“金融支持城乡发展一体化国际
研讨会暨融资、融智、融商综合服务

（一）国家开发银行客户服务管理中心：客户服务管理中心是
负责国家开发银行全行客户管理、客户综合服务以及在各相关业

工作会的召开，是在中国全面深化改

务管理基础上推动客户经理规范化和专业化建设的职能部门，并

革的新形势下，贯彻中国共产党第十

在促进会成立后承担办事机构的职能。
（二）北京两岸金融研究院：北京两岸金融研究院是国家发改

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和借鉴国际
经验，服务改革发展大局的重要安
排。”

委培训中心主办、北京市金融工作局主管、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政策指导的非营利性金融研究机构。北京两岸金融研究院主要在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十八届三中

推动参会单位重大项目与国开行对接落地方面做出积极工作。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

组委会为大讲堂最高决策管理机构，主席由国家开发银行副
行长李吉平担任。
总部会址在北京。

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
“ 完 善和 发 展 中 国 特色 社 会 主 义 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融资、融智、
融商”
模式理论与实践探索

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提出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
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
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城乡发展一体化是中国实施新

袁力

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内涵，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健全城乡发

中国开发性金融促进会正式成立后，创新“融资、融智、融商”
客户与会员综合服务模式，是新形势下开发性金融以社会化方式

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就是把城市与农
村、工业与农业、城镇居民与农村居
中国开发性金融大讲堂启动。

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着力在城

破解发展难题的有益探索。如何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如何针对客
户和会员不同的需求实际提供相应的服务，国开行和促进会做了

乡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市场信
息、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推

控的前提下筹集资金，探索发行市政
债，发展资本市场，通过设立发展基

相结合，以市场化方式服务国家战
略，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开发性金融

边国家，在解决城镇化、老龄化发展
问题的经验丰富。中国开发性金融促

诸多探索。

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

金、特许经营、公私合营等方式吸引

之路，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

进会愿意携手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

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

社会资本；金融体系应充分发挥“现

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开发性

际朋友深入探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

一、
在政府类客户和会员间的实践探索

农村建设协调推进，增强城市综合承

代经济核心”作用，引导生产要素在

金融创新发展，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

交流开发性金融理论和方法。探讨

载能力，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
共资源均衡配置。

城乡间科学布局和集约使用，提高发
展效率。

识，以破解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点难
点为导向，按照全会对“市场在资源

“融资、融智、融商”合作，这是开发性
金融整合资源要素的社会化探索，是

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很多领域同

作为中国最主要的开发性金融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在开

促进社会资本参与经济发展的模式

时具有公益性和商业性，对投融资体

资的主要服务者。从开发性金融的角度看，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
城乡一体化发展，关键是推动城市与产业的融合发展，因此在融资

机构，国家开发银行积累了丰富的城

发性领域深入开展市场建设，担当政

创新，对促进产城融合，完善产业链

系提出了全新挑战和要求。这些领域

方面需要建立城建融资与产业融资相结合的金融服务模式，在融

乡发展一体化经验。从 1998 年开始，

府与市场之间的桥梁纽带，促进政府

和产业生态圈建设具有重要价值，在

一方面财政支持不足，另一方面由于
市场机制不健全，信用不完善，商业

商方面要搭建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平台，在

国开行认识到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根本动力和本质特征，主动支持

和市场“两只手”有效协调，构建新型
政府与市场关系，同时推动建设有中

交流合作中不断创造共赢。
中国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是占世

融智方面要做好有效整合各类资源的顶层设计，以“融资、融智、融

金融不愿涉足，导致缺乏有效的投融

城乡一体化 建设，参与编制各地城

国特色的开发性金融体系，更加高效

界近 1/5 的人口追求发展与进步的伟

资支持，形成广泛的开发性领域。推

镇、产业发展和系统性融资规划，支

运用中长期金融资源，促进城乡要素

大征程。这一征程必将为市场创造出

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需要积极发挥开

持基础设施、
“三农”、产业和民生等

充分整合。

源源不断的价值增长机会，为经济金

发性金融机构的作用，为体量庞大的
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战略新

项目，打造重点城市群和经济带，破
除融资瓶颈，推动了中国城镇化进

中国的城乡发展一体化需要集
思广益，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中汲

融理论界和实践家们打开新的天地，
最终为世界经济提供强劲、可持续的

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提供稳定的中
长期资金支持；需要建立透明规范的

程。同时，
在理论和方法上，
把中国国
情与国际先进金融原理相结合，把政

取经验教训，同时为各国，特别是为
周边国家分享中国发展成果创造机

增长动力。
（作者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

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在政府负债可

府组织协调优势与金融的融资优势

会。如韩国和日本，是我国重要的周

开发性金融促进会会长）

开发性金融致力于“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多年来通过“银、
政、企”的合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成为地方政府融

商”综合服务，助力政府打造产业链和生态圈，为城市开发和经营
注入产业支撑，通过规模经济增强城市发展的竞争力。

二、
在产业类客户和会员间的探索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
重要任务。开发性金融始终站在服务国家战略的第一线，以稳定的
中长期投融资支持产业发展，累积了庞大的优质客户资源。这些客
户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重要领域。通过深度挖掘和整合这
些客户和会员的发展需求，提供产业链设计和建设，商业信息咨
询、企业间合作及项目构造等服务，可有效提升产业链的整体运作
效能，不断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中国开发性金融大讲堂历程

今年以来，促进会与中国北车集团开展了“三融”合作，并在浙
（一）2012 年 9 月 大 讲 堂 首 期
“开发性金融理论与实践成就”在北
京举行。

会在北京举行。
（四）2013 年 4 月第 四 届 大 讲
堂“开发性金融助推养老产业发展”
暨中法养老产业合作洽谈会在钓鱼

协调优势、
金融资源和促进会社会资源优势的有效整合，推动台州
经济转型升级。

资企业年会暨开发性金融大讲堂”
在北京召开。
经过两年的发展，开发性金融

第八届论坛“金融支持城乡发展一
体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融资、融

坚持服务国家战略和“有所为有所不为”，积极配合国家经济
外交政策，在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促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支持

大讲堂逐步成熟。尤其是 2013 年 5

中国企业
“走出去”
。

月份获得陈元副主席、胡怀邦董事

智、融商’综合服务工作会”在海口

湖北万宝粮油公司在开发性金融培育和支持下，与湖北农垦

长、郑之杰行长和李吉平副行长对

合作在莫桑比克成立万宝非洲农业公司，
实现抱团出海。在国开行

《关于开发性金融大讲堂的工作汇
报》的批示精神后，大讲堂按照工作

贷款支持基础上，开发性金融又助力万宝非洲形成“四统一订”模
式，解决规模化加工和产供销衔接的难题，使企业规模短期内获得

堂“开发性金融与中国城市化”在长
沙举行。

规范化、常态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要

（三）2012 年 12 月第三届大讲

求，业已形成集理论创新、研究宣

堂“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以开
发性金融助推文化发展”专题研讨

介、信息服务、产业合作为一体的综
合化客户服务平台。
（六）2013 年 7 月第六届大讲堂

盛典启动仪式”在钓鱼台举行。
（七）2013 年 9 月大讲堂第七届

快速增长，
成长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四、
着力推广“融资、融智、融商”模式
发挥促进会社团资源优势，搭建国内外会员交流和合作的多

“开发性金融助推中国影视音乐发
展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音乐工作委
员会成立大会和中国影视金融年度

三、
在客户和会员“走出去”
业务中的探索

（八）2013 年 12 月 6 日大讲堂

市召开。

（二）2012 年 11 月第二届大讲

第十届论坛“中国电视剧全产业链
金融交易会”在北京举行。
堂第十一届论坛“首届中国境外中

（五）2013 年 5 月第五届大讲堂

财经大学举办。

江台州试点“银、政、企、社”合作新模式，实现产业优势、政府组织

（十一）2014 年 2 月 20 日大讲

台举行。
“开发性金融走进校园暨首届全国
高校研究生财经论坛”在北京中央

(十)2014 年 2 月 18 日大讲堂

边平台，
不断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务水平。今天的“三融”工作会
（九）2013 年 12 月 23 日，大讲
堂第九届论坛“开发性金融助推我

论坛“开发性金融信用建设高层联

国民生领域发展”与中国扶贫开发
协会第八期贫困村大学生村官培训

席会”
在长春市召开。

班在佛山市顺德区顺利举办。

也是我们为会员搭建合作平台的一种模式，通过整合政府、企业、
专家学者以及金融业等各方资源，发现深化合作的方式和机会，更
好地为会员服务。
（作者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中国开发性金融促
进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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