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每月

1-3位访问学者

60余篇主流媒体报道
40多家合作机构
2014.12-20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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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
没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从不缺心志和信念。
在前海这个特区中的特区，这片自主创新的沃土上，我
们以锐意鼎新的生命力春笋般成长，秉持国际化视野和
独立研究精神，建立中国新型智库的标杆。
研究院于2015年迁入新址并正式运营，课题研究与品
牌建设齐头并进，备受社会各界人士、组织与新闻媒体
的关注，逐渐树立起高水平、市场化创新研究机构的影
响力，在探索中经历了风雨、走过了曲折，更在进步中
收获了力量、增强了信心。
我们专注力度和深度，在金融创新、深港合作、“一带

陈坤耀
深圳市前海创新研究院
院长
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董事局主席
香港大学杰出院士，名誉讲座教授
香港金融研究中心顾问委员会主席
第一太平有限公司、恒生前海基金管理公司、
汇业财经集团及九龙仓集团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曾任香港岭南大学校长、加州大学客座教授
美国时代周刊经济学家顾问团成员
香港政府立法局及行政局议员
历任香港消费者委员会主席、太平洋经济合作香港委员
会主席

一路”、现代物流等核心领域展开深入而持续的研究；
我们力求宽度和厚度，透过访问学者项目，吸纳国内外
学术力量和业界精英的多元卓见；我们推动研究落地，
为前海发展的公共政策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我们致力于
智慧输出，积极举办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的免费活动向
社会分享研究成果；我们悉心于知识交流，与其他的团
体、企业和组织广泛合作；我们以匠心凿玉，建立完备
专业的人才发展计划，精耕创新型人才培育。
真诚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的鼓励与支持，感谢捐赠单位
慷慨奉献，感谢理事会成员建言献策，感谢每一位活动
参与者对我们给予信任，感谢研究院每一个在岗位上辛
勤付出的同仁。期望获得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愿您在
未来继续做我们蓬勃发展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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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海创新研究院
前海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于2014年在
深圳前海成立，是一间致力于公共政策研究的独
立高端智库。

自成立以来，研究院在学术产品发布、活动筹
办、项目推行、资源合作以及媒体报道等方面均
大有建树：

我们的使命是在涉及前海合作区现代服务业发展
的公共政策领域，开展独立、创新的研究，并致
力于以研究成果启迪中国以及亚太地区。研究院
将在课题选取、方法论采用以及政策分析等方面
进行创新，具体如下：

• 开展了数个涉及深港合作、金融、物流、智库
建设等领域的课题研究；
• 发布的深港合作工作会议报告《香港特区各界
领军人物建言深港共荣新路向：何以可能？何
以可为？》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和批示；
• 创建了4个自有学术活动品牌，共举办各类学
术活动22场，其中包括6场大型论坛，邀请了
Nicholas R. Lardy博士、余永定教授等多位蜚
声中外的学者开讲；
• 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的访问学者计划接收了10余
位顶级的访问学者；
• 与40多家机构、企业、高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
系；同时与主流媒体进行高质量合作，深圳特
区报、香港商报、第一财经日报、深圳卫视、
广东卫视、凤凰卫视等主流媒体均以大篇幅报
道了研究院的学术活动和研究成果。

• 为公共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依据和学术支持，
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决策支持、并接受研究
委托；
• 总结前海自贸区经验，并推广至中国以及整个
亚太地区；
• 举办一流的峰会论坛，以及独具特色的学术活动；
• 和中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智库保持紧密合作。
研究院的愿景是成为具有特色、世界顶尖的智
库，通过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创新的思想理念，
为中国以及世界的持续发展注入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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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理事会
国际咨询委员会
院长

行政副院长

行政部
人力资源部
财务部

副院长

传讯部

金融创新研究所
“一带一路”研究所
深港合作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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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及
一般事务部

院长简介

陈坤耀
深圳市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
陈坤耀教授，知名经济学家，牛津大学哲学博士，
香港大学杰出院士及名誉讲座教授、香港大学专
业进修学院董事局主席、香港金融研究中心顾问委
员会主席、第一太平有限公司、恒生前海基金管理
公司、汇业财经集团及九龙仓集团的独立非执行董
事。曾任香港岭南大学校长，香港政府立法局和行
政局议员、太平洋经济合作香港委员会主席。

陈教授亦曾任美国时代周刊经济学家顾问团成

公司》（1983）、《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和

员，并作为富布莱特项目杰出学者在美国进行讲

技术转移》（1994）、《亚洲的无国界经济》

学，曾担任美国耶鲁大学、英国牛津大学客座研

（1997），在国际学术期刊和书籍上发表了上百

究员，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客座教授，也是

篇学术论文。

中国内地多所高校的名誉教授。其研究领域主要
集中在亚洲经济发展上，在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方

陈教授是香港太平绅士，还先后被港英政府和香

面有开创性的研究，并著有《高速发展的亚洲经

港特区政府授予大英帝国勋章、金紫荆星章。同

济体：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台湾的比较

时也是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以及香港公开

研究》（1979）。他的其他出版物包括：《跨

大学荣誉文学博士，英国普利茅斯大学荣誉教育

国公司、科技与就业》（1983）、《新型跨国

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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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咨 询委员会
Massimo
Capuano

陈庆珠 大使

Wendy Dobson

意大利IW银行主席，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前首席执行官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李光耀创新城市中心
主席，前新加坡驻美
利坚合众国大使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
特曼(Rotman)管理学
院教授及主任，加拿
大前财政部副部长

Peter Drysdale

何光平

Nicholas Lardy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
亚经济研究所所长，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东亚经济研究院荣
休教授

悦榕控股董事长，
新加坡管理大学主席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
布鲁金斯学会前高级
研究员

梁锦松

李国宝

马时亨

南丰集团总裁，香港
特别行政区前财政司
司长

香港东亚银行主席兼
CEO，香港特别行政
区行政会议前成员

港铁集团主席，香港
特别行政区前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局长

Tan Sri Dr Munir
Majid

Anwar Nasution

Mari Pangestu

印度尼西亚大学荣休
教授，印度尼西亚银
行前高级副行长

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
学教授，印度尼西亚
前贸易部部长，印度
尼西亚前旅游和创意
经济部部长

Chalongphob
Sussangkarn

余永定

马来西亚Muamalat
银行董事长，马来
西亚联昌国际银行
(CIMB)前执行主席

Jesus Seade
岭南大学经济学教授，
墨西哥前贸易大使，世
界贸易组织前副总干
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前资深顾问

泰国发展研究院杰出
研究员，泰国前财政
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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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
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中国人民
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前委员

研究领域及团队
深港合作研究所
Shenzhen-Hong Kong Cooperation Research Center
深圳和香港这两个毗邻的大都市，在某些方面存在竞争，但是更充满了优势互
补、合作共荣的机遇。深港合作研究所致力于探索如何清除深港合作道路上的障
碍、寻找具有更深入且广泛合作潜力的领域、摸索促成双方紧密合作的机制，研
究领域涵盖经济、金融、社会、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
陈坤耀教授
深港合作研究所所长（代）
研究助理：洪逸夫 曹鹏

“一带一路”研究所
The Belt and Road Research Center
“一带一路”研究所致力于探讨如何有效规划“一带一路”投资方案的战略报
告，计划打造一个数据库来监控早期“一带一路”项目的发展进程，并发表两个
系列论文集：系列一将讨论如何调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巨大财力，以及采取何种
策略来保持“一带一路”项目资金的可持续性；系列二将探讨如何构建相关政策
促进技术和机构能力建设，以确保新信息网络的有效使用。
Andrew Elek
“一带一路”研究所资深顾问
研究助理：杨秋语 居灿

金融创新研究所
Financial Innovation Research Center
金融创新研究所已完成两期（2015-2016）跨境金融指数编制及发布、深港金
融一体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时正在推进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分析、金融风险
与投资者教育、民营金融机构发展等的研究。未来将重点对前海金融创新活动
进行跟踪评估，研究如何促进金融要素在深港率先实现自由流动与市场配置，
促进前海在全面推进香港与内地服务业合作中持续发挥先导作用。
鄢斗 金融创新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助理：邬立恩 熊航
参与研究成员：
程家鼎 （曼彻斯特大学硕士） 刘典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
凌静 （多伦多大学学士） 汤悦（香港中文大学硕士）
王劭程（中国人民大学学士） 赵雪微 （首尔大学硕士）		

9

里程碑
前海创新研究院致力于将优质研究成果和前沿学术动态打造成一系列的知
识产品，通过举办各类型学术及交流活动，为政府、企业和第三方部门提
供优质智慧信息。致力于构建独具特色的QIIR大师讲堂、QIIR杰出学者讲
座、QIIR创新沙龙、QIIR午间研讨会四个学术活动品牌，同时也广泛与其
它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并积极承办政府和企业的活动项目。

前海金融创新大会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前海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总体发展规划》（国函〔2010〕86号）
中“设立前海合作发展论坛，搭建探讨前
海合作的开放性平台”的要求，2014年
12月6-7日，研究院承办“基于全球视角

成立IAC

关注公益金融

研究院成立国际咨询委员会，15位国

研究院与深圳市慈善总会等多家机构

际上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以渊博的学

联合举办第九届金博会“公益金融实

识和创新的思维，推动研究院在专业

践与中国教育创新”论坛，院长陈坤

化和国际化道路上精益求精。

耀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普惠金融的
全球发展”，展现研究院在公共议题

的金融发展”为主题的前海金融创新大会,

中独立严谨的智库影响力。

40多位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
商界领袖出席盛会，共同展望全球金融，
重点讨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欧洲金融
发展以及亚洲金融重建。活动得到十余家
国内主流媒体的大幅报道。

2014.12

2015.7

2015.10

2015.10

2015.11

2015.12

入选深圳社会组织总会理事
单位
研究院在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五届一次会
员代表大会中，当选为总会理事单位，积
极展开与社会各界组织的合作交流。

入伙仪式

发布跨境金融指数

研究院迁入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创新中

研究院与香港大学共同启动第一期前海

心，特邀理事会代表与前海管理局同仁

跨境金融指数发布，填补了国际上还未

参加入伙仪式暨成立一周年纪念仪式，

有直接评估离岸中心制度和发展水平指

承启了建立国际化、高水准研究机构的

标的空白，全面刻画前海金融开放创新

崭新一页。

的活跃程度和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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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IR杰出学者讲座

发布深港合作工作会议报告

“QIIR杰出学者讲座”特邀美国彼得

研究院与南方网共同发布“深港合作工

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作会议报告—《香港特区各界领军人物

Nicholas R. Lardy博士探讨“如何解

建言深港共荣新路向：何以可能？何以

决中国债务问题及金融风险？”之重

可为？》，报告总结了研究院与香港特

要议题。

区各界精英在2015年11月闭门会议中
探讨的核心议题，从港人的角度寻找深

挂牌南山区创新人才实训
基地
研究院成为“深圳市南山区高层次
创新型人才实训基地”挂牌单位，
以创新的思想理念，精耕人才培养
和智慧输出。

港合作的创新突破点。

2015.12

2016.1

2016.1

2016.1

2016.2

2016.5

欧盟商会-政策宣讲会
研究院与中国欧盟商会联合举办“走进
前海——欧洲企业在深圳的新机遇”政
策宣讲会，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
等欧洲国家驻华使节以及驻华企业分公
司代表参加了会议。

QIIR创新沙龙—余永定教授

QIIR杰出学者讲座

研究院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

研究院“QIIR杰出学者讲座”特邀英国皇

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银行

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

货币政策委员会前委员余永定教授开讲

资深咨询顾问、英国驻重庆领事馆前总领

创新沙龙，分析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

事夏添恩（Tim Summers）博士探讨“

中国汇率制度的未来走向。

二十载回归路：展望粤港关系的未来”之
重要议题。

11

访 问 学 者计划
研究院自2015年8月启动访问学者项目以来，至2016年6月，已有10余位国内外知名学者到院开展学术研究工作。
学者的标准访问期为一至四个月，访问期间的研究需在我院的目标范围下进行：
1）与中国或亚洲相关的全球经济发展问题；
2）宏观经济层面上的成长、发展与区域整合；
3）微观经济层面上的资本及金融市场创新；
4）中国金融国际化及境外投资的相关问题；
5）现代服务业中物流业、信息技术、科技服务和其他专业服务的发展。

Andrew Elek

盛进

前海创新研究院资深顾问

前海创新研究院访问学者

APEC首届高级官员会议主席
研究领域：“一带一路”投融资、“一带一路”信息通路
建设

香港大学亚洲国际金融法研究所荣誉研究员

Mark Mueller Eberstein

Jan Klingelhoefer

前海创新研究院资深访问学者

前海创新研究院访问学者

Adgetec.公司创始人兼CEO
研究领域：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互联网金融、互联网
咨询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RWTH Aachen University）副研究
员，欧盟大学研究院博士后
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产业组织学和应用
博弈论

研究领域：金融法、公司法、证券法

Juan J. Palacios
前海创新研究院资深访问学者
太平洋贸易暨发展会议（PAFTAD）国际指导委员会唯一拉
美成员，PAFTAD墨西哥委员会创会主席
研究领域：政治经济、跨国研究、太平洋区域发展

Marcel Bluhm
前海创新研究院访问学者

赵小健
前海创新研究院访问学者
香港科技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契约
理论

厦门大学王亚楠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德国法兰克福歌德大学
经济学博士

孙荣荣

研究领域：货币政策、经济增长、金融稳定性

前海创新研究院访问学者
宁波诺丁汉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Ningbo）助理教授，德国伍珀塔尔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Wuppertal) 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货币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学

Mei Li
前海创新研究院访问学者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经济和金融学院副教授，加拿大皇后大学
经济学博士
研究领域：国际金融、银行业、金融稳定性、宏观经济信息

Frank Lorne
前海创新研究院资深访问学者
纽约理工大学—渥太华分校管理学教授，华盛顿大学数
学学士，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博士
研究领域：产权、可持续发展、科技革新、城市理论、
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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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新人才领航计划
QIIR

前海创新研究院创新人才领航计划面向深圳地区高校以及
国家“985”/“211”类高校在读本科、硕士及博士学生
和全日制境外知名院校学生及应届毕业生，分为研究实习
生和管理实习生两大人才发展方向。

发展方向

研究

管理
研究实习生

管理实习生

面向具备社会科学类（如经济、金融

面向本科及以上学历学生，专业背景

方向）专业背景的硕士及以上学历学

不限，除了参与研究院各部门日常管

生，实习期间平均可参与1-2个课题

理外，还有机会参与策划组织各类学

的研究，更有机会与研究院的中外知

术及社会活动，获得与各领域顶尖专

名访问学者共事、交流。

家学者、各行业专业人士交流合作的
机会。

创新人才领航计划，希望
定制一对一、系统性的培养
和定期与导师成长回顾的计划

提升学生学术研究水平

提供协助学术活动的机会
提升组织管理能力

开通研究院人才留用通道
提供双向选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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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国际视野

学术活动回顾
新世界前海金融论坛
2015.5.8，携手香港新世界发展有限
公司、香港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
共同举办“新世界前海金融论坛”。

全球大趋势：对前海的启示
前海金融创新大会
2014.12.6-7，承办“基于全球视角的金融发
展”为主题的前海金融创新大会。40多位来
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亚洲及欧洲地区的专
家学者、现任及前政要和商界领袖出席了本次
大会。会议着眼于讨论全球金融展望，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欧洲金融发展以及亚
洲金融重建。

2015.5.22，院长陈坤耀教授受前海
管理局之邀，开展“全球大趋势对前
海的启示”主题讲座。

高效的经济一体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
2015.10.19，QIIR创新沙龙邀请APEC首届
高级官员会议主席 Andrew Elek博士，
以“高效的经济一体化以及‘一带一路’倡
议”为主题进行观点分享。

公益金融实践与中国教育
创新高峰论坛
2015.11.6，与深圳市慈善总会等多
家机构联手共同举办了第九届金博会
“公益金融实践与中国教育创新”论
坛，院长陈坤耀教授出席并以“普惠
金融的全球发展”为主题发表演讲。

中国-荷兰企业家前海金融创新高端论坛
2015.3.27，携手中国工商银行前海分行共同
举办“中国-荷兰企业家前海金融创新国际高
端论坛”，议题包括前海金融创新发展动态、
荷兰金融业发展情况以及中荷双方携手共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深港合作工作会议：共享繁荣的新路向
2015.11.4，院长陈坤耀教授与香港金融、科
技、教育、专业服务等领域的领军人物在香
港召开闭门工作会议，从港人的角度寻找深
港合作新的突破点，嘉宾强调必须出台一个
突破性的合作框架，抓住时间窗口，打破配
额限制，加大开放力度，进一步完善基础建
设和交通配套，让环境更加宜商宜居。

中国P2P网贷征信发展高峰论坛
2015.5.22-23，携手中国投资协会、上海
Oppland共同举办“中国P2P网贷征信发展高
峰论坛”，议题包括大数据撬动征信经济、
互联网推动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有力监管守
住风险底线以及利用先进的网贷征信系统保
障投资者利益，旨在为参与者提供一个了解
中国网贷征信市场发展情况的有效平台。

前海跨境金融指数发布仪式
2015.12.3，与香港大学共同启动第一期前
海跨境金融指数发布，填补了国际上还未有
直接评估离岸中心制度和发展水平指标的空
白，全面刻画前海金融开放创新的活跃程度
和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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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理解中国人民银行的政策信号
2016.1.27，QIIR午间研讨会邀请访
问学者孙荣荣博士，以“如何理解中
国人民银行的政策信号”为主题，分
享货币政策改变的内因及其在金融市
场和实体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国当前经济形势与外汇制度选择

当心理学遇上经济学：
从认知、动机与投资说起

2016.1.28，QIIR创新沙龙特邀本院国际
咨询委员会委员余永定教授进行演讲，分
析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以及中国汇率制度的
未来走向。

2015.12.11，QIIR午间研讨会邀请香港科技
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赵小健，以“当经济学
遇上心理学：从认知、动机与投资说起”为
主题进行了行为经济学理论分享。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融资挑战
2016.3.11，QIIR午间研讨会邀请John
Wylie先生，就“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投资
与挑战问题与观众展开讨论。

如何解决中国债务问题及金融风险？
2015.12.17，QIIR杰出学者讲座特邀美国彼
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Nicholas R.
Lardy博士，探讨“如何解决中国债务问题及
金融风险？”之重要议题。

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法律防身术
2015.12.24，QIIR午间研讨会邀请访问学
者盛进博士，以“互联网金融时代下的法
律防身术”为主题，详细解读了当前互联
网金融发展现状与监管策略。

从世界知名大都市的填海历史看前海
的发展
2016.3.31，与深圳市规划国土发展研究
中心共同举办“QIIR创新沙龙暨P&LRC规
划沙龙”，访问学者梁峰教授以“站在巨
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从世界知名大都市的
填海历史看前海的发展潜力”为主题进行
演讲，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待前海的
现在与未来。

中国经验照耀全球：一个德国学者眼中
的后金融危机时代
2016.1.15，QIIR午间研讨会邀请访问学者
Jan Klingelhoefer博士，以“一个德国学者
眼中的后金融危机时代”为主题，分享西
方学者对中国央行运用货币政策发挥金融
监管的理解和看法。

二十载回归路：展望粤港关系的未来
2016.5.17，“QIIR杰出学者讲座”特邀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资深咨询顾问、英国驻重庆领事
馆前总领事夏添恩（Tim Summers）博士
探讨“二十载回归路：展望粤港关系的未
来”之重要议题。

2016中国“征信+”应用发展高峰论
坛

政策宣讲：走进前海—欧洲企业在深

2016.6.30-7.1，院长陈坤耀教授受邀出席
2016中国“征信+”应用发展高峰论坛，
并致开幕词及主持高端对话--“消费金融最
好时光，赢在起跑线上”。

圳的新机遇
2016.1.18，研究院与中国欧盟商会联合举
办“走进前海——欧洲企业在深圳的新机
遇”政策宣讲会，为英国、法国、荷兰、比
利时等欧洲国家驻华使节以及驻华企业分公
司代表详细介绍前海的投资优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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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项目
已完成研究项目
前海跨境金融指数
前海合作区承担着推进中国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的试点任务，跨境金融创
新政策体系现已初步形成。前海合作区的跨境金融创新活动虽然在全国持续保持领
先水平，但长期以来缺乏一套客观的指标体系，用以直观、全面地描述该地区跨境
金融发展水平。
本课题由前海管理局委托研究院与香港大学联合研究编制，数据来源于金融监管机
构、数据统计部门、同业协会统计资料、各金融市场、及各类统计年鉴、年报等，
建立了国内首个跨境金融综合指数体系，全面地刻画了前海作为中国金融业对外开
放的示范窗口的创新活跃程度，集中体现了前海自贸区金融改革开放的实践成果，
充分反映了区域经济整体发展状况，金融体系和金融制度的完善情况，跨境金融交
易行为。
现该指数已于2015、2016年连续发布，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得到了凤凰卫
视、广东卫视、深圳卫视、《香港商报》、《第一财经日报》等逾30家主流媒体的
参与，活动内容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新闻、新媒体等多种方式得到了广泛
的宣传。

深港物流业发展概况与挑战、及前海现代物流业发展路向
前海现代物流业将按照深港共建全球物流中心的目标，促进深港两地现代物流业的
深度合作，构建在亚太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供应链管理中心和航运衍生服务基地。
在此背景下，前海创新研究院联合岭南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就香港物流业发展
现况、经验总结、及对前海的借鉴意义进行研究，为前海自贸区提出以下建议：
»» 基于“体制创新、开放合作、高端引领、集约发展“的原则，大力推动航运服务
业发展；
»» 加快发展供应链金融业，推动传统物流业及周边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 把握电商带动的物流发展机会，将前海发展成为跨境电商区域配货中心；
»» 资助业界进行有利于物流行业发展的先进科技研究，将前海发展成物流行业的先
进科技研究中心；
»» 建立一套高效、方便、国际认可的通关系统；
»» 推进区域统一港航信息平台和航运金融、保险等各类信息平台建设；
»» 完善物流业及相关产业的政策法规。

该课题对前海建设为全球物流中心的目标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并为后续的执行性计
划奠定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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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与香港金融一体化制度研究
本课题对比了深港两地金融业在监管、开放程度以及行业自律等方面的现状，以香
港金融服务水平、内地对金融服务需求、香港金融业结构等议题为关注点，提出创
新性的观点：即深港两地金融业合作，应从以往的“单向开发”走向互补性的“交
流合作”，并就深港金融体制一体化提出以下建议：
»» 将前海建设为内地中小企业融资中心。前海应充分利用股权交易平台,为各类中小
企业提供多途径的融资窗口，也可根据香港经验，支持担保业发展。
»» 将前海建设为内地企业成长升级的基地，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前海可利用政策
优势,打造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地，并通过金融服务为内地中小企业提供上
市指导；前海资产交易平台亦可在企业退出市场、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
用，不断推动企业创新。
»» 把前海打造成财富管理中心。中小企业从融资、成长到退市的生态周期，都将活
跃本地经济,为前海积累巨大的财富。

前海特色新型智库市场化运作模式研究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1月20日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
智库建设的意见》，强调发挥智库“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
国”等作用，从政策上支持、指导了像前海创新研究院这样的高端智库的成长。
本课题收集全球2000余家一流智库的发展经验，并对十余所世界知名智库进行深入分
析和解读，归纳出市场化智库运作主要得益于民非组织盈利化、资金来源多样化、服
务对象多样化、研究内容前沿化、用人机制灵活化以及合作路线国际化，并积极发挥
以下两方面的职能：政府理性决策的外脑、多元文化的综合平台。前海创新型智库可
通过基础产品机制、顾客解决方案机制和全价值链机制来打造受政府或企业委托的项
目产品。
该课题的研究结果，不仅是国务院政策的学术研究落地延伸，对于国内学术机构、智
库等组织的发展，均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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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项目
2016年前海跨境金融指数
在上一季度指数编制基础上，本期研究报告的框架和内容有所调整：
»» 加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政策与形势的分析，研究外部环境对前海跨境金融活动的影响；
»» 把样本统一集中到金融机构,并增加样本数量，从侧面反映企业对于跨境金融改革与创
新活动的预期；
»» 对跨境金融政策进行更为系统的梳理，旨在促进前海自贸区在跨境投融资需求方面、能
有更大的政策突破。
本指数已成为研究、评估前海自贸区的亮点，得到了广东省自贸办的高度重视。2016年4
月21日，在广东自贸试验区挂牌一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自贸办副主任陈广俊着重介
绍了广东自贸办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和前海跨境金融三大指数的情况。

金融教育、投资行为与风险偏好研究
本课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国内网络借贷（P2P）平台发展模式出发，对世界与国
内网络借贷行业发展历史、国内网络借贷行业发展现状进行了分析、归纳与总结。同时选
取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良好的网贷平台与发生风险事件的网贷平台进行案例分析，意
在体现当前国内网络借贷行业（P2P）发展现状的全景。
第二部分，在与香港科技大学、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工作学院联手进行了社区居民金融教育
抽样调研的基础上，对深圳市社区居民的金融知识完备程度、风险偏好度及金融投资品偏
好进行了抽样调研。调研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深圳市民在现有金融市场上所作出的金
融投资决策方向，对金融市场的监管与完善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一带一路”融资模式研究
本课题从“一带一路”基础建设项目的融资渠道出发，从不同投资方的角度，阐释了处于
不同时期、不同融资规模的基础建设项目中，可能实施的多渠道融资方式，并对融资过程
和项目建设中可能出现的收益风险进行评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特殊目的公司（SPV）
为核心的风险隔离方案。

“一带一路”信息技术研究
本课题从供应链管理的角度出发，研讨可行的简化跨境贸易手续的方式方法，并在此基础
上讨论如何利用电子商务等新兴手段优化贸易信息交换渠道。

“一带一路”项目监督与评估研究
本课题以“一带一路”整体愿景为基础，对“一带一路”计划的时间跨度、资金投入
量、私有资本杠杆倍数进行评估，并从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角度、阐释了在不同国家开
展此项计划的难易程度。在此基础上，以东南亚国家联盟，世界贸易组织等现有经济组
织为参照，列明“一带一路”计划的潜在竞争对手，并对具体项目的规划与实施提出建
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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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潜力分析系列报告
研究背景：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将“一带一路”作为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经贸投资布局
的重点，以及实现新常态之下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渠道；丝路基金与亚投行的相继设
立，则进一步加快了中国资本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这其中蕴含了各种商机和潜在
的巨大收益，但是同样也不能忽视投资的潜在风险。中国企业和资本进入“一带一路”沿
线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复杂。从目前“一带一路”所涉及的各国来看，在经济发展程
度、政治体制、文化历史、宗教状况等方面均有千差万别。与此同时，大部分期待走出去
的中国企业和投资机构对上述国家差别的知识储备十分有限，如何帮助国内的企业家和投
资者建立较为全面和客观的认知，避免投资失误，是该课题最大的价值所在。
研究成果：数据分析、国别报告、专题分析
研究意义：通过数据分析，使企业和投资者对于“一带一路”沿岸国的投资基础、投资安
全、投资可持续性有较为清晰的对比理解；通过国别报告，使企业和投资者对于个别“一
带一路”沿岸国投资环境有系统性的了解；通过专题分析，帮助企业和投资者认清各项投
资风险，从而更好地防范和管控风险。

“深港联合伙伴关系协定”研究
研究背景：为促进中港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和服务等领域的
相关合作，双方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协议。
基于CEPA框架，并针对珠三角地区与港澳的特殊性，2010年出台了《粤港澳合作框架协
议》，丰富了区域合作内容。基于深圳的地理区位特点和城市定位的特殊性，《深港联合
伙伴关系协议》将更进一步地推动深港合作的落地，并突出前海作为深圳“改革试验田”
的历史使命。
研究成果：
»» 深港联合伙伴关系协定（Shenzhen-Hong Kong United Partnership Arrangement）
»» 深港联合伙伴关系协定补充协议
»» 深港联合伙伴协议下的合作情况专题分析报告
研究意义：
»» 细化CEPA以及深化《粤港澳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明确深圳作为改革前沿阵地，在
深港合作方面起到的作用。
»» 明确前海作为深圳“改革试验田”的使命，配合《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促进深港
合作方案》，促进深港合作的切实落地。
»» 从金融合作、科技创新合作、教育合作以及专业服务合作四个领域进行突破，实现深港
在专业领域的接轨，并将其借鉴意义推广至全国其它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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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流 与 访问

2015.7.16
前海管理局副局长田敏（左二）出席
前海创新研究院入伙仪式暨成立一周
年纪念仪式。

2015.10.19
APEC前高官会主席Andrew Elek博士
做客QIIR创新沙龙。

2015.12.3
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
（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
任）林晨教授在前海跨境金融指数发
布会上详细介绍了本指数。

2015.7.16
前海创新研究院理事、顺丰速运副总
裁李东起出席前海创新研究院入伙
仪式暨成立一周年纪念仪式并发表
致辞。

2015.11.14
南丰集团行政总裁、香港前财政司司
长梁锦松出席研究院主办的深港合作
工作会议，发表了重要观点。

2015.12.17
Nicholas R. Lardy博士（左）访问
前海展示厅，院长陈坤耀教授陪同参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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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8
前海创新研究院国际咨询委员会成
员余永定教授（左）访问研究院并
做客QIIR创新沙龙，活动结束后院
长陈坤耀教授向其颁发委任状。
2016.4.12
前江苏省发改委主任、南京大学
钱志新教授（左三）一行在研究
院人员的陪同下参观前海。

2016.3.31
纽约理工大学—渥太华分校教授、
前海创新研究院资深访问学者梁峰
博士（左）在QIIR创新沙龙上发表
主题演讲。

2016.5.17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咨询顾问夏添恩
（Tim Summers）博士（左一）做客前海创
新研究院杰出学者讲座并接受凤凰卫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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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6
世界500强正威集团副总裁文宏
芳（中）一行四人到访研究院。

2016.5.17
广东省商务厅自贸办副处长王洪（左
二）、正威集团大文化事业群总裁陈鹤
平（右一）、京港学术交流中心总裁助
理陈锦云（左一）出席研究院QIIR杰出
学者讲座并发表重要观点。

媒体报道
自

成立之初，前海
创新研究院就得

到 了主流媒体的高度关
注 ，院长陈坤耀教授曾
接 受深圳特区报、香港
商 报、中国商业新闻、
深 圳电视台、广东电视
台 、凤凰卫视等主流媒
体的多次采访。

院长陈坤耀教授在“前海跨境金融
指数发布仪式”结束后接受凤凰卫
视专访。

院长陈坤耀教授在“前海跨境金融
指数发布仪式”结束后接受众多媒
体采访。

金融创新研究所副所长鄢斗在“前
海跨境金融指数发布仪式”结束后
接受众多媒体采访。

金融创新研究所副所长鄢斗在“前
海跨境金融指数发布仪式”结束后
接受凤凰卫视专访。

资深顾问Andrew Elek博士在QIIR
创新沙龙后接受凤凰卫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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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型活动媒体报道及转发量均值为20
多次。
• 与南方网独家合作，实现了在网站首页
通栏、首页区域新闻、自贸区频道头条
的立体强势曝光，南方网自贸区频道官
方微信公众号对深港合作工作会议报告
持续性、有层次的发布，报告得到了深
圳市自贸区管委会领导的重视。
• 2015年12月3日举行的“前海跨境金
融指数发布仪式”吸引了逾30家主流
媒体的参与，活动内容通过广播、电
视、报纸、网络新闻、新媒体等多种方
式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 南方都市报记者撰写的《前海发布跨境
金融指数欲抢金改话语权》一文引发了
各方的强烈反响。

院长陈坤耀教授于2015年4
月接受了《经济日报》香港
版的专访，主要表达了其对
前海定位及战略角色的认识

院长陈坤耀教授于2015年12月接受
了《香港商报》的专访，围绕深港
合作主题表达了个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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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前海作为深港合作的桥头堡，意义重大。

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时，

如果要寻找一位连接前海和香港，身在前海却又

陈坤耀表示，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有深圳的

身份独立的研究者来评述前海的发展，香港岭南

创新，前海的特别政策，香港的经验和人才，所

大学原校长、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陈坤耀莫过于

以三个地方加在一起有很好的合作机会，前海

最佳人选。2015年12月，《第一财经日报》对此

深圳香港是最能聚集能量的地方。但这一效应还

向陈坤耀教授进行了专访；陈教授表示，前海深

未显现，要多加强沟通，前海如何进一步配合香

圳香港加在一起有很好的合作机会。

港，对香港人吸引力不够的地方，还是开放力度
的问题，配额保守，基础建设进度以及交通配套

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
陈坤耀：
前海深圳香港
是最能聚集能量的地方

的问题。
第一财经日报：你在前海创新研究院工作一年零
四个月的时间里，对前海的认识与以往有何不
同？
陈坤耀：前海宣传力度很大，但效果不太

12月7日，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前海深港现代服

好，香港人知道前海的不多，深圳人知道前海的

务业合作区(下称“前海”)三周年的日子，又到前

也不多，很多人以为前海就在前海路。造成这一

海交出一年工作答卷的时刻。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基础建设还没完成，企业公馆
几年后也要拆掉再建，所以基础设施一定要加快

这一年，前海蛇口片区迭加自贸区战略，把更多

进度。现任领导到了前海，很重视基础建设，也

精力放在自贸新城建设上，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

是对的。同时，未来60多万香港人要在这里工

资超过300亿元，比原计划增加60亿元。在机制

作，住宅、交通配套也还没跟上。

创新方面，前海蛇口片区形成了84项改革创新成
果，31项纳入《广东自贸试验区首批60条创新经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政策法规的问题。很多香港人

验》，注册港企从2013年初的45家增长至2743

来前海，主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在前海可以

家。

做，但在香港不可以做的？香港有长远的金融服
务业历史，作为金融中心，大概什么也可以做，

前海作为深港合作的桥头堡，更为重要的使命是

那为什么要来前海，唯一的原因，就是前海有优

要作为香港的延伸和拓展，在推动香港结构优化

惠政策，在香港不适用。很多香港企业尤其金融

方面起到杠杆作用。如果要寻找一位连接前海和

企业认为，优惠政策是有，但政策优惠的力度

香港，身在前海却又身份独立的研究者来评述前

不够，范围不够广，很多跨境交易业务，配额不

海的发展，香港岭南大学原校长、前海创新研究

够，到了某一程度，业务就不能做了。

院院长陈坤耀莫过于最佳人选。
前海比其他自贸区有优势，比他们更有潜力，只
2014年7月，前海创新研究院成立，陈坤耀在考虑

有一个原因，就是靠近香港。整个中国经济未来

了一个月之后出山。作为长期关注亚洲经济发展

发展，还是要从传统服务业、传统制造业，转变

的经济学家，他说自己看到和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

到现代服务业。前海蛇口片区主要也是发展现

第一波，遇到中国经济发展第二波的机会也不想放

代服务业，其中最主要就是金融，金融开放和自

弃。他带着将前海创新研究院打造成民间第一智库

由化。前海和香港是半个小时经济圈，要看前海

的愿景，出任院长一职。

就一定要看香港。所以前海的定位是很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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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就是前海未来发展怎么进一步配合香

第一财经日报：前海的使命之一是成为国际金融

港，对他们吸引力不够的地方，就是开放力度的

中心，但前海的金融创新和开放涉及到中央对金

问题，配额保守，基础建设进度慢以及交通配套

融开放的步伐，这一点前海如何突破？

的问题。
陈坤耀：现在的问题是，中央可以放心一
不过从已经发布的前海跨境金融指数看来，其实

点，因为前海有香港支持，应该可以比上海力

前海过去两三年做了很多，指数从1000点到3700

度再大一点，中国基金可以向外投资，今年3月

多点，还是有增长的，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方面

QDIE(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试点已经在前海

是不是跟预期的一样好，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我

落地，中央在前海可以做一点更大胆的开放，力

觉得未来还是要深入探讨怎样加强前海和香港合

度多一点，香港企业来了以后觉得可以做生意，

作。双方互相认识还是不够，前海对香港的认识

有前景，很多企业就来了。

不够，香港对前海的认识也不够。
有一些香港企业可能会认为现在落户在前海是不
第一财经日报：过去几年前海一直在不遗余力地

是早了。所以还是政策突破的问题，前海是否可

吸引港企港人，在香港建立办事处，到香港开宣

以争取放松配额，保险业开放。我认为前海可以

讲会，前海管理局的领导还专门去拜访香港企业

请外面的公司来客观地做一个评估，从全球同

家，但是这个问题始终没有破冰，是不是没有戳

类区域来讲，前海现在的进度，目标处在什么水

到香港企业家的痛点？

平，总结习总书记视察后这三年来困难出在什么
地方，为什么落地的香港企业还是没有这么多。

陈坤耀：前海理论上用的是香港模式，拍卖
土地，但要吸引香港人来参与开发，要有不同的

第一财经日报：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前

筹款模式。如果规模大的香港地产发展商来前海

海有重要的资金人力技术中转站的作用。各地自

会有示范和领导作用，所以土地是一个重要的领

贸区都加紧在“一路一带”布局，试点自贸区与

导方向。前海管理局也希望吸引香港大的发展商

地方政府建立海上丝绸之路银行等建议已被多次

来前海发展，但现在还不多，更多是国内企业买

提议，前海目前是否有这方面的构想与提议？

地开发。
陈坤耀：前海还没有“一带一路”的银行，
香港地产商很聪明，有钱赚，他们一定来。没有

我觉得将来一定有，还有“亚投行在前海设立分

确定以前，他们多是观望。这个问题在于是否有

部”也可以争取。“一带一路”还没有完全认识

新的金融工具吸引香港地产商，是否有新的商业

到前海的重要，前海企业也还没有认识到“一带

模式给他们。如果香港地产商来了，其他港人就

一路”的机会。

有信心。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突破。
前海正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位置，前海
另外，香港人对于住宅和办公的地方很在意，现

与香港合作很可能比中国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任何

在前海建了一些人才公寓，但前海区域规划只有

地方拥有更好的融资平台功能。中国政府巨额的

很少的住宅，这些人就需要住在宝安、南山或者

外汇储备以及中国民营企业高企业储蓄都会成为

福田。为什么不住在前海？所以从规划来讲，现

在寻找跨国直接投资机会中令人信服的理由。

在要有另外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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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始于福建，通过前海到东南亚、南

第一财经日报：那是否要发挥前海、深圳、香港

亚，最后到欧洲。所以前海、深圳、香港，完全

的聚合作用，需要前海主动去中央争取政策，也

是“一带一路”沿线最重要的枢纽。未来“一带

要主动联系香港？

一路”很多机会就是走出去，要筹资金，很多
专业服务要推行项目，有了项目之后，怎么管理

陈坤耀：是的，现在需要前海要到中央主动

跨境项目，最后怎么去赚钱，香港有这方面的经

争取，需要说服香港，告诉他们有哪些好处，争

验。

取让香港知道，市场作用可以把他们连在一起。
所以两地交通连接也要快一点。现在深港高铁方

前海、深圳、香港是最能聚集能量的地方，原来

面，香港方面滞后了，之前说有一个从深圳机场

前海作为中国资本开放金融改革试点的窗口，“

到香港机场的快速路是不是也不做了。深圳很积

一带一路”战略之后还有走出去的功能，加强了

极，但香港方面说成本效益不高，我觉得有一点

前海在资本开放方面的角色，所以没有其他任何

点是竞争的问题。

一个地方，有深圳的创新，前海的特别政策，香
港的经验和人才，所以三个地方加在一起有很好

所以，要把“一带一路”聚合效应给他们看，主

的合作机会。

要是香港对前海的了解不够，深圳对前海了解也
不够，前海管理局在香港成立了办事处，做了不

目前来看，了解和沟通还是关键，前海和香港之

少工作，我觉得还是要有切实的东西给企业看，

间，前海和深圳其他区之间不是竞争关系，是合

企业来了以后看了回去讲，口口相传的力量是很

作的关系，是共同发展，是一加一等于三、四。

大的。

中国这么大，每个自贸区都有合作的对象，最有
利就是前海、深圳、香港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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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成长
运营时长

（个月）

13
12

12个月
2015.7

13个月
2015.6

12个月
2015.7

渠道

定位

13个月
2015.6

13
12

10个月
2015.9

11
10

11
10

9

9

8

8
7

7

4个月
2015.3

6
5

6
5

4

4

3

3

2

2
1

1

网站

优酷自频道

百度百科词条

微信公众号

Linkedin账户

微博

www.qiir.org

前海创新研究院QIIR

深圳市前海创新研究院

szqiir

Qianhai Institute for
Innovative Research

前海创新研究院QIIR

面向全球需要详细了

归纳收集研究院所有采

通过中国大陆主流百科

面向以中文为母语的

面向全球职场人士和

以短、快、精的方式提

解研究院发展情况的

访和活动报道视频，观

搜索平台，实现通过搜

手机端APP使用者，

组织机构，提供研究

供研究院最新资讯，为

浏览者，提供最全面

者可一站式观看研究院

索引擎即可查询研究院

提供最新活动资讯和

院最基本的信息，成

关注者提供实时报道活

的信息资讯

所有过往视频

基本信息

报告分析，辅以自定

为研究院的职场名片

动现场，搭建与多行业
关注、沟通的平台

义菜单归纳的过往信
息，努力打造手机端
微网站，便于浏览者
一站式了解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
szqi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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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kedin账号
QIIR前海创新研究院

官方微博
weibo.com/QIIR

前海兼具经济及战略角色
谈一带一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对口地”对付美国的重返亚洲……
是地缘政治多于地缘经济。……由于前海较上海接近
东南亚，他预期前海就算不是唯一、也定会跟香港
一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融资平台，亦要帮助中
央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及种种丝路基金有效“走出
去”，由投资港口等做起，提升北京在亚洲以至欧洲
的影响力。……中国牵头的亚投行共有57个创始成员
国，大国中只剩美国及其铁杆盟友日本及加拿大未加
入，他说环球正见证两强过渡（transition），整个
过程尤为有趣。
						
——引自《经济日报》
2015.4.22

前海发布跨境金融指数欲
抢金改话语权
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林晨表示，
产业升级有两种渠道，一种是自主创新，一种是通过
境外并购和跨境投资，让企业收购境外技术与品牌，
也就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而这两种都离不开跨境
金融，“自主创新需要资本市场的机制与融资功能，
走出去也需要融资功能与专业服务。”……当前，“
一带一路”政策推动对外并购与投资，进一步鼓励中
国企业走出去。配合“一带一路”政策，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加速，这些也让前海有望成为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阵地。
——引自《南方都市报》
2015.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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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陈坤耀：
打消争食疑虑，深港1+1=4
陈坤耀：前海确实背负着金融创新的使命。我们总结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启示，那
就是人民币既要走向国际化也要保证金融稳定，要如何兼顾这两点是中国政府一直在探索的问题。……随着这
十多年来的发展，尽管全世界还是被美元统治，但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一时彼一时，国力的增
长要求人民币始终有一天要自立门户，这样才能与国力相匹配，因为人民币国际化才能争取在国际金融领域的
话事权。……前海肩负两个重任，除了要发展现代服务业，另外一个重任就是探索中国金融如何国际化，为了
确保金融安全势必就要找一个在金融发展里面非常有经验的榜样一起做，这就是香港。……我认为，通过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指数标杆，有助于强化前海在金融改革中的话语权，提升前海合作区的品牌影响力，加强国
际投资人投资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同时，根据一套完整详实的指标衡量体系，系统记录和展示前海金融业发
展建设的轨迹，有利于促进前海金融中心建设。……前海和香港之间，前海和深圳其他区之间不是竞争关系，
而是合作的关系，港深之间存在共同发展的基础，它们的合作甚至是一加一等于三、四的。……“一带一路”
始于福建，通过前海到东南亚、南亚，最后到欧洲，而港深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位置，是“一带一
路”沿线最重要的枢纽。与香港合作的前海很可能比丝绸之路沿线的任何地方拥有更好的融资平台功能。中国
政府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中国民营企业都能借助跨国直接投资的机会找到新的机遇。深圳的创新优势与前海的
特别政策若能跟香港的经验和人才结合起来，对双方来说都是个很好的发展机会。前海与香港未来可借助“一
带一路”的建设找到更多合作共赢的机会。
——引自《香港商报》
2016.1.4

前海创新研究院院长陈坤耀：
前海深圳香港是最能聚集能量的地方
近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专访时，陈坤耀表示，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有深圳的创新，前
海的特别政策，香港的经验和人才，所以三个地方加在一起有很好的合作机会，前海深圳香港是最能聚集能
量的地方。……前海正处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位置，前海与香港合作很可能比中国和丝绸之路沿线的任
何地方拥有更好的融资平台功能。中国政府巨额的外汇储备以及中国民营企业高企业储蓄都会成为在寻找跨国
直接投资机会中令人信服的理由。……前海、深圳、香港是最能聚集能量的地方，原来前海作为中国资本开放
金融改革试点的窗口，“一带一路”战略之后还有走出去的功能，加强了前海在资本开放方面的角色，所以没
有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有深圳的创新，前海的特别政策，香港的经验和人才，所以三个地方加在一起有很好的
合作机会。目前来看，了解和沟通还是关键，前海和香港之间，前海和深圳其他区之间不是竞争关系，是合作
的关系，是共同发展，是一加一等于三、四。中国这么大，每个自贸区都有合作的对象，最有利就是前海、深
圳、香港的合作。
——引自《第一财经日报》
201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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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评价

QIIR is an exciting new initiative, working on issues which
are important for China and its link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My team and I are enjoying the opportunity to think about
the future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program, supported by
excellent staff and facilities.

译文
前海创新研究院是一个让人振奋的，有创
新精神的组织，它关注着与中国相关的重
要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前海创新
研究院优秀的员工和软件设施的支持，令
我的团队和我个人有机会研究和展望中
国“一带一路”项目的未来。

— Andrew Elek博士
APEC首届高级官员会议主席，前海创新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所资深顾问

QIIR provided an excellent research environment for
my research on land reclamation. The staff and research
assistants helped completed my research within a short time
period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act
with other visiting scholars was also invaluable.

译文
前海创新研究院为我填海开发的研究提供
了良好的研究环境，这里的员工和研究助
理协助我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完成了研究。
同时，与其他访问学者的沟通交流也是非
常宝贵的体验。

—梁峰教授
纽约理工大学—渥太华分校教授，前海创新研究院资深访问学者

To work at QIIR as a visiting fellow is a unique opportunity
for researchers from other latitudes to join this institution’s
extraordinary effort at generating new ideas and producing
original knowledge in its diverse fields of expertise. So, being
here this summer and have this rare opportunity is for me a
most invaluable experience, all the more as a Latin American
that for long has aspired to learn about Asia in general and
China in particular.
— Juan J. Palacios博士
瓜达拉哈拉大学政治系教授，前海创新研究院资深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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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作为前海创新研究院访问学者，我拥有一
个特别的机会从另一种维度去感受研究院
为在不同专业领域产生新观点和原创理念
所做出的巨大努力。作为一名拉丁美洲的
学者，我一直渴望了解亚洲，特别是中
国，今夏这段珍贵的体验将成为我宝贵的
经历。

深圳是中国最富有活力的城市。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创新能力的成
长。深圳正在迅速成长为中国的创新中心。陈坤耀教授是世界知
名的杰出学者。前海创新研究院兼具“天时、地利、人和”的独
特优势，必将能为中国创新事业的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联合国发展政策委员会委
员，QIIR创新沙龙演讲嘉宾

The opportunity to leverage the QIIR team, research fellow
network and program framework was invaluable for me
to explore and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an emerging
technology like block chain for myself and my organization,
and share that knowledge with academics, clients and
even representatives of 21 economies through the APEC
organization.

译文
集前海创新研究院的团队、研究学者网络
和项目架构之力，我和我的公司有了一个
难得的机会去探索和加深对新兴科技的
理解，比如区块链。对这些知识的了解
也让我能够与学术界人士、客户，甚至
是APEC21个经济体的代表进行沟通和分
享。

—Mark Mueller Eberstein教授
Adgetec公司创始人兼CEO，前海创新研究院资深访问学者

I had a fabulous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the research
team of QIIR in constructing the Qianhai Cross-border
Financial Index. The index has been released for two periods
successfully, and it has been widely cited by the major
financial media and well accepted by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QIIR on the index
continuously,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QIIR will continue to
stand at the forefront of China and contribute to the crossborder financial development.

译文
与前海创新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共同编制前
海跨境金融指数的整体感受很融洽。该指
数已成功发布两期，得到了主流财经媒体
的广泛报道并被金融界看好。我期待着与
前海创新研究继续研究此指数。同时，我
有信心认为前海创新研究院将继续走在中
国前沿和为跨境金融发展做出贡献。

—林晨教授
香港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金融创新和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前
海跨境金融指数项目联合编制人

I have participated in 2 seminars held by QIIR. QIIR provides
unique research and exchange opportunities for all who
are interested in developments in Shenzhen, Qianhai and
Guangdong Free Trade Zone.
—冯孝忠
恒生银行执行董事兼财资业务及投资服务主管，深港合作工作会议发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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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我受邀出席了前海创新研究院举办的两场
学术活动。前海创新研究院为所有希望了
解深圳、前海和广东自贸区发展的人士提
供了独特的研究和交流的机会。

深圳市前海创新研究院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前海合作区内深港青年梦工场4号楼2楼
联系电话：+86 （0）755 88980371 （一般咨询）
+86 （0）755 88980363 （媒体、品牌合作）
邮箱：info@qiir.org（一般咨询）
media@qiir.org（媒体事务）
网站：www.qiir.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