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线访谈 人物库

网站首页 金融证券 产业市场 国际经济 时政社会 宏观经济 地方经济 城市频道 食品安全网 脱贫攻坚 生态文明

·上市公司人事资料库

·公告天天看

·小微企业运行指数

·访谈：金融深一度

当前位置     首页 > 财经滚动新闻  > 正文 中经搜索 请输入关键词

“2019中国金融服务与创新论坛”在京成功举办
2019年11月15日 18:08    来源：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手机看新闻]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本稿]

　　“2019中国金融服务与创新论坛”在京成功举办 

　　百余家金融企业参与盛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北京11月15日讯 今日，由中国经济网主办，中国平安·平安

普惠协办的“2019中国金融服务与创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的主题

为“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论坛旨在通过有针对性的议题设置和高层次的对话

交流，组织金融行业相关部门、企业和专家学者，围绕金融热点话题进行深入探讨，

总结经验、建言献策，助力我国金融业健康稳定发展。 

　　据悉，包括行业主管部门、学界智库、银行、保险、基金等行业公司高管及媒体

人员共近三百人出席了此次论坛。 

　　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小影、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

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一级巡视员陈晶、中

央财经大学原副校长赵丽芬、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祝礼出席论坛并发表致辞。 

　　张小影在致辞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年初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们有序推进金融改革发展，治理金融风险，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改革开

放有序推进。但同时，我国金融业的市场结构、经营理念、创新能力、服务水平还不

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诸多矛盾和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总书记强调，要深化对

国际国内金融形势的认识，正确把握金融的本质，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平衡

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精准有效的处置重点领域的风险，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增

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坚决打好防范化解包括金融风险在内的重大风险攻坚

战，推动我国金融业健康发展。 

　　一直以来，中国经济网致力于提升金融领域报道的专业化水平，加强正面引导、

突出服务性，为维护金融安全、防控金融风险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实现经济高

质量的发展，必须有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必须有金融的高质量发展，经济日报和中

国经济网愿同大家一道在各自的领域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为实现我国经济

高质量的发展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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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张小影出席会议并致辞 中国经济网记者王岩/摄 

　　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在致辞中称，要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离不开金融的强有力支持，这其中，互联网是一个重要推动力。但在互联网为金

融和经济发展带来极大推动的同时，网络诈骗、网络传销、网络非法集资、P2P爆

雷、校园贷等违法犯罪行为也屡见不鲜，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极大的财产损失，同时也

对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造成极大的危险，给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带来新的挑战。 

　　正因此，在创新互联网金融服务、防范互联网金融风险方面，任贤良建议，首先

要深入贯彻实施现有网络安全法，在依法依规开展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同时，还要完善

金融领域的相关立法，推动形成依法治网、管网的制度体系。同时，还要积极开发更

便捷、安全的网络金融服务技术和产品，让互联网金融服务更放心、更贴心、更舒

心、更暖心。通过运用线上线下手段，不断提高网民的金融素养，增强防范和识诈的

能力与水平。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 中国

经济网王岩/摄 

　　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一级巡视员陈晶也出席了本次论坛并发表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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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一级巡视员陈晶 中国经济网记者王岩/摄 

　　中央财经大学原副校长赵丽芬表示，金融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被广泛关注

的话题，在我国现阶段和未来较长时间内，金融要支持经济高质量的经济发展，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选择是支持创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促

进产业升级，成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赵丽芬强调，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要求金融模式转型，而大力发展以股权投资为主

的直接投资是改善融资结构，促进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中央财经大学原副校长赵丽芬 中国经济网记者王岩/摄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祝礼表示，这些年来我国金融业确实取得了突飞猛进

的发展，金融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实实在在的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消费体

验和更多的消费选择。但是在这些发展和服务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宣传不真实、

信息告知不全面、收费不合理等等问题。 

　　董祝礼认为，在金融服务与创新当中有三个问题需要明确。第一个是服务和创新

必须以保护消费者利益为根本；第二个是服务与创新要以法律法规作为保障；第三个

是要以诚实信用作为桥梁。对于消费教育，董祝礼表示，没有成熟的消费者就没有成

熟的市场，面对金融消费这样的新模式、新风险，消费教育的基础作用和预防作用显

得尤为重要。 

　　董祝礼呼吁，推进金融消费教育工作离不开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希望相关政府

部门和行业组织在金融消费教育中进一步发挥主导和行业自律作用，进一步完善金融



消费教育体系，建立消费者教育的长效机制，整合各类金融消费教育的资源，强化金

融消费教育的落实。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董祝礼 中国经济网记者王岩/摄 

　　会上，中国经济网和中国平安集团还联合发布了“金融消费者素养提升计划倡议

书”。根据记者了解，这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金融需求，配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国家网信办、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及中国社会网络工作委员会、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在金融消

费者保护和投资者教育等方面的各项举措下，双方发出的此倡议。 

　　具体内容包括了普及金融基础知识，提升消费者金融素养；树立正确金融消费理

念，引导理性消费投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及时进行风险提示；营造风清气正的金

融互联网生态，争做金融好网民等方面。 

　　中国经济网、中国平安接下来将利用自身资源，发挥优势，从自身做起，积极践

行以上倡议，并将联合社会各界积极开展金融消费者素养提升计划，利用数字化融媒

体传播手段，普及金融知识开展专项教育活动，引导消费者理性投资，充分承担媒体

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为金融消费者素养提升工作贡献一份力量。 

　　

　　中国经济网和平安集团共同发布“金融消费者素养提升计划倡议书”。图为中国

经济网总裁王旭东（右二）、平安集团品牌宣传部总经理陈遥（左二）、平安银行品

牌公关总监许琼华（左一）、平安普惠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程瑞（右一）合影 

　　中国经济网总裁王旭东表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媒体，我们不能对网络金融诈

骗熟视无睹，置身事外，不能坐而论道，必须起而行之，所以我们和平安集团在这里



共同发起这个提升金融消费素养的倡议。将来我们会做的更多，为传播正确的金融基

础知识，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为努力。”

　　

　　中国经济网总裁王旭东 中国经济网王岩/摄 

　　此外，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一梅、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红、平安集团品牌宣传部总经理陈遥、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韦洪波、中央

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中财龙马资本研究院院长雷杰、人大重阳金融

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等针对此次论坛主题发表了演讲。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一梅在主题演讲中表示，公募基金始终走在金融

业改革开放的前沿，已经成为老百姓最可靠的投资工具之一。李一梅认为，公募基金

助力金融服务与创新，应该从公募基金的突出属性和核心竞争力出发，大力发展普惠

金融，努力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财富目标。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一梅 中国经济网王岩/摄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红在演讲中称，在我国经济转型的背景下，

中国保险业已经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速期，只有做到简洁、精准、精细、多样、提

升科技含量，才能更好的为客户提供优质服务。杨红认为，真正的好服务不能完全用

智能服务去替代，必须在服务中有人文的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如何与智能服务进行结

合，未来需要努力去探讨。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杨红 中国经济网王岩/摄 

　　平安集团品牌宣传部总经理陈遥表示，服务国计民生是中国平安的初心与使命。

平安践行以消费者为中心、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金融+科

技”、“金融+生态”的优势，为两亿多客户提供专业服务。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

任，利用自身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助力金融消费者素养提升。平

安以消费者为中心，不仅充分利用线下在全国各地众多的门店和职场普及金融知识，

同时注重线上传播，强化线上化、数字化应用，调动客户参与积极性。在加强内部从

业人员的教育的同时，也注重加强针对性教育，更好地服务特殊消费者群体。

　　

　　平安集团品牌宣传部总经理陈遥 中国经济网记者王岩/摄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韦洪波表示，最好的投资者体验就是为其赚钱，但

每个人对赚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韦洪波在演讲中强调“稳定的赚钱”这一概念。韦

洪波认为，应该参照一定的业绩基准，并长期持续的战胜基准，让大家慢慢的去赚

钱。 

　　对于中国的公募基金，韦洪波个人认为，这是中国核心资产最好的载体。怎么去

找到好的公募基金？长江证券目前在尝试用新的方法、新的技术对基金公司、基金产

品、基金经理进行跟踪和研究。在韦洪波眼里，在基金研究体系中，基金经理是核

心，要构建以基金经理为核心的，包括基金公司、基金产品一个评估研究体系。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首席金融科技官韦洪波 中国经济网王岩/摄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银行业未来需要服务下沉，创新经

营管理模式，真正服务中小客户消费金融。对商业银行来讲，需要建立健全的考核机

制，并且要与互联网、金融科技高度融合。郭天勇还表示，保持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对于金融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监管政策、货币政策要保持连续性、平稳性。追求经

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平稳的、可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

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 中国经济网 王岩/摄

    另外，在下午的“金融消费者教育与保护”与“科技赋能金融服务提质增效”两场

分论坛中，多位监管部门官员、金融机构高管与专家也纷纷发表了主题演讲，并围绕

话题在圆桌论坛环节进行了热烈探讨。 

　　随着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如何让金融业更好的服务于客户、服务于

实体经济，并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为行业增添科技含量，从而更有效的控制

风险成为每个金融从业人员应该思考的问题。此次“2019中国金融服务与创新论

坛”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未来，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必然将助力中国经

济更稳、更好的前行。 

　　记者获悉，为树立行业典型、激励先进，中国经济网此次还与中央财经大学龙马

资本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发布了“2019金融服务百

强”和“2019金融创新百强”名单。高毅资产首席运营官、首席风控官朱可骏随后发

表了获奖感言。 

　　“2019金融服务百强”名单：



1中国工商银行 51太平财险

2中国农业银行 52廊坊银行

3中国邮储银行 53张家口银行

4中国建设银行 54甘肃银行

5华夏基金 55江西银行

6平安人寿 56九江银行

7平安产险 57招商基金

8交通银行 58昆仑健康保险

9中国人寿 59天风证券

10中国银行 60富国基金

11北京银行 61中国大地保险

12兴业银行 62国信证券

13光大银行 63富德生命人寿

14平安银行 64长江证券

15阳光财险 65天弘基金

16江苏银行 66汇添富基金

17太平洋产险 67拉卡拉

18浙商银行 68申万宏源

19宁波银行 69洛阳银行

20华夏银行 70华安基金

21众安保险 71兴业证券

22上海银行 72南方基金

23中信银行 73鹏华基金

24泰康人寿 74中银基金

25哈尔滨银行 75国泰基金

26盛京银行 76 360金融

27天津银行 77建信基金

28华泰证券 78华宝基金

29招商银行 79中信证券

30上海农商银行 80博时基金



31浦发银行 81华泰保险

32恒丰银行 82中国银联

33人保财险 83国金证券

34徽商银行 84民生银行

35嘉实基金 85浦银安盛基金

36太平人寿 86长盛基金

37中信建投证券 87景顺长城基金

38苏宁金融 88上投摩根

39东方证券 89交银施罗德基金

40新华保险 90农银汇理基金

41微众银行 91厦门银行

42平安普惠 92融通基金

43银华基金 93大成基金

44易方达基金 94中欧基金

45苏州银行 95民生加银基金

46东吴证券 96景林资产

47广发证券 97高毅资产

48工银瑞信基金 98光大保德信

49蚂蚁金服 99日照银行

50前海人寿 100银河证券

　　“2019金融创新百强”名单：

1中国农业银行 51徽商银行

2中国工商银行 52太平财险

3中国建设银行 53工银瑞信基金

4北京银行 54中信建投证券

5兴业银行 55华安基金

6中国邮储银行 56国金证券

7平安普惠 57光大永明人寿

8华夏基金 58杭州银行

9中信银行 59九江银行



10蚂蚁金服 60中银基金

11平安银行 61贵阳银行

12上海银行 62国泰基金

13光大银行 63恒丰银行

14宁波银行 64招商基金

15中国人寿 65拉卡拉

16交通银行 66上海农商银行

17中国银行 67长江证券

18太平人寿 68博时基金

19东吴证券 69国泰君安

20泰康人寿 70哈尔滨银行

21众安保险 71平安基金

22平安产险 72江苏银行

23广发证券 73广发基金

24网商银行 74西安银行

25华泰联合证券 75江西银行

26阳光人寿 76苏州银行

27中国银联 77威海市商业银行

28嘉实基金 78山西证券

29招商银行 79君康人寿

30国信证券 80东方证券

31天弘基金 81广发银行

32京东数科 82南方基金

33华夏银行 83成都银行

34太平洋寿险 84宝盈基金

35中华财险 85诺安基金

36平安证券 86廊坊银行

37银华基金 87重庆农商银行

38微众银行 88富国基金

39天津银行 89鹏华基金



（责任编辑：魏京婷）

更多>>

· 星宿股解禁潮成试金石 · 沪指春节后十年九涨

· 基金四季报出炉 · 国内首个TAS指令推出

· 基金经理从业平均不足2年 · 首家外资独资险企开业

· 2019信贷数据出炉 · 央行将继续“精准滴灌”

· 反洗钱监管持续加码 · 大富科技2019年预亏超4亿

· *ST猛狮股价一个月翻倍 · 上市公司突击交易再现

 快递业“春节不打烊”  资本市场深改开足马力  年报大考在即  三大国际指数押宝A股

40光大证券 90甘肃银行

41郑州银行 91华夏保险

42易方达基金 92华商基金

43合众人寿 93招商证券

44天风证券 94建信基金

45浦发银行 95国华人寿

46度小满金融 96永赢基金

47前海人寿 97中信保诚基金

48兴业证券 98长城基金

49汇添富基金 99青岛银行

50中国大地保险 100渤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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