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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國兩會十四五規劃解析 

《亞投資產》 

管理有限公司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兩會」全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

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

每年的 3月初，數千名來自中國各地的人民代表都會聚集於首都北京

市，共同召開一年一度的「兩會」， 以確立新一年的發展目標，適逢

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因此 2021 亦是中國決定未來五年如何走

的「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並也針對全國經濟、扶貧、養老、疫

情、港台事務及中美關係進行了詳細討論。 

 

 

 

「五年規劃」是中國自 1953年起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做長期規劃，

每五年規劃一次，每次規劃五年期，簡稱五年規劃，第一個五年計劃

於 1953 年至 1957 年執行，簡稱「一五規劃」，今年則是中國的第十

四個五年計畫，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從 2021年至 2025年的國家規劃，

簡稱「十四五規劃」。 

 

十四五規劃“中國”的主要目标： 

 

一、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 

發展必須堅持新發展理念，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

續健康發展，GDP增長各年度提出預期要求，全員勞動生產率增長高 

亞投資產 Asiastars 

Group是一家科創驅動

的投資集團，是亞台星

集團主要境外投資及

控股主體。2014 年成

立，深耕科創孵化、創

業投資、財務顧問三大

業務，為全球企業客戶

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

服務。 

 

使命:讓企業進入中國

市場無障礙。 

 

願景：植根中國，服務

全球千萬企業客戶，智

造上下游企業生態圈。 

 

組織架構： 

創業投資-亞投資產管

理有限公司、北京亞投

財金科技有限公司等 

科創孵化-亞台青(成

都 ) 海 峽 青 年 創 業

園 、成都星點(高新)

海峽兩岸新經濟青年

創業園等 

財務顧問-台灣睿辰數

位投資有限公司  、

GPCIC美國大費城商貿

公司(賓州)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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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國內市場更加強大，經濟結構更加優化，創新能力顯著提升，全社會研

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 7%以上、力爭投入強度高於「十三五」時期實際，產業升級、農業穩固、

城鄉協調發展，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高到 65%。 

 

二、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完善，高標準市場體系基本建成，市場主體更加充滿活力，產權制

度改革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取得重大進展，公平競爭制度更加健全，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

體制基本形成。 

 

三、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深入人心，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心健康素質明顯提高，

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文化產業體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豐富，中華文化影響力進

一步提升，中華民族凝聚力進一步增強。 

 

四、生態文明建設實現新進步 

國土空間開發保護格局得到優化，生產生活方式綠色轉型成效顯著，能源資源配置更加合理、

利用效率大幅提高，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別降低 13.5%、18%，主要污

染物排放總量持續減少，森林覆蓋率提高到 24.1%。 

 

五、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 

城鎮調查失業率控制在 5.5%以內，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與 GDP增長基本同步，分配結構明

顯改善，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11.3年，基本養老保險參保率提高到 95%，人均

預期壽命提高 1歲，全體人民邁向共同富裕。 

 

六、國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更加健全，社會公平正義進一步彰顯，國家行政體系更加完善，政府作用更

好發揮，行政效率和公信力顯著提升，社會治理特別是基層治理水平明顯提高，防範化解重大

風險體制機制不斷健全，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處置能力顯著增強，自然災害防禦水平明顯提升，

發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國防和軍隊現代化邁出重大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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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亞投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的十四五規劃 

主要目標 

力争到 2025年，全国重要的经济、科

技、金融、文创、对外交往中心和国际

综合交通通信枢纽核心功能迈上新台

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

家水平，基本建成: 

 

1.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2.创新为新动能的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3.协调为新形态的融合性发展先行区 

4.绿色为新优势的可持续发展先行区  

5.开放为新引擎的双循环发展先行区 

6.共享为新局面的人本化发展先行区 

 

 

如何執行 

1.加快建设国内大循环战略腹地和国内国际双循环门户枢纽，积极

融入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 

2.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全面提升成都都市圈国际竞

争力和区域辐射力 

3.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承载力 

4.加快建设重要经济中心，培育优势突出的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 

5.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6.加快建设改革开放新高地，塑造国际合作与竞争新优势 

7.加快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全面增进民生福祉 

 

2035年远景目标和 2050年远景展望 

力争到 2035 年，高水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型城市建设进

入世界先进行列，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实践范例， 世界文化名城影

响力显著提升。 

 

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人民生活达到东部地区水平， 共同富

裕走在全国前列，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源，全面建成践行新

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泛欧泛亚有重要影响力的 国际门户

枢纽城市。 

 

到 2050年，建成泛欧泛亚区域性的 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金

融中心、贸易中心、文化中心，成为创新驱动、全龄友好、生活富

裕、生态宜居的公园城市样板，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天府，

成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成都特质的 可持续发展世界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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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全球金融中心城市排名：成都跃升 8位、位列全球第 35位 

第“2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29）”发布。成都在本次排名中位列全球第 35位，较上期的第 43

位跃升 8位次，首次跻身全球 40强。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是国际范围内最具权威性的金融中心地位指标，被

誉为城市金融发展的“晴雨表”。本期指数从营商环境、人力资源、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声誉及综合等方

面对全球主要金融中心进行了评价和排名，共有 114个金融中心进入榜单。 

 

本期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排名依次为：纽约、伦敦、上海、香港、新加坡、北京、东京、深圳、法兰克福、

苏黎世。大陸城市中，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青岛、杭州、天津、大连、西安、南京、武汉 12

城入榜。其中，成都排名第 5位，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继续领跑中西部。自 2017年首次入选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榜单以来，成都金融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排名位次持续攀升，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渐得到全

球认可。 

 

“成都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的提升，得益于城市能级的崛起。”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金融与现

代产业研究所副所长余凌曲表示，2017 年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

城市战略目标，明确增强西部金融中心功能的核心任务，同年成都首次入榜第 22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进

入全球视野。伴随从内陆腹地走向开放前沿的战略位势之变，成都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的排名也实现了

“阶梯式”上升，由第 79位逐年攀升至第 35位，面向泛欧泛亚、“一带一路”的金融服务功能显著增强。 

值得一提的是，伴随从要素驱动走向创新驱动的发展动能之变，金融科技对金融中心排名的拉升赋能作用强

劲，在本次指数报告中，成都金融科技专项排名第 25位，高于综合排名 10位次，在内地城市中仅次于上海、

北京、深圳、广州，这表明成都在金融科技的发展得到国际金融界的普遍认可。 

 

《成都 IFS國際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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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金融產業發展焦點區域 
 

  

成都市高新區 

《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总体布局 

位於中國四川省成都市，是中國首批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之一。成都高新區雖然只是一個開

發區，但卻擁有市轄區幾乎所有管理權限，在成都，高新區通常是被認為是與五城區並列的一個市

轄區，由南部園區、西部園區和東部園區三部分組成，现有面积 234.4平方公里（其中与成都市双

流区合作共建天府国际生物城 44平方公里，与东部新区合作共建未来科技城 60.4平方公里），依

托高新南区（成都新经济活力区、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高新西区（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成都

天府国际生物城和未来科技城，加快建设国家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和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高新南区——面积 87 平方公里，涵盖成都新经济活力区和交子公园金融商务区高新片区。其中，

成都金融城规划面积 5平方公里，是成都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的重要支撑、吸引金融总部聚集的重要

载体、促进金融业发展的强大引擎。天府软件园，是首批国家软件产业基地之一、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和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新川创新科技园，是四川省与新加

坡打造的中国西部首个中新合作共建园区，规划面积 10.34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 5G、人工智能、

新医学产业，致力于打造成都 5G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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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西区——面积 43 平方公里，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主要承载区。位于西区的成都高新综合

保税区，于 2010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规划面积 4.68平方公里，2019年实现进出口总额 3827亿

元（不含双流园区），同比增长 24%，占四川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57%，截至 2019年 12月，进出口总

额连续 21个月在全国近百个综保区中居首位。 

 

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面积 44 平方公里，由成都高新区与双流区合作共建，是成都发展生物医

药产业的核心集聚空间，围绕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服务、健康新经济四大产业主攻方向，

重点发展生物技术药物、新型化学药制剂、现代中（医）药、高性能医疗器械、智慧健康+精准医

学和专业外包服务等六大产业细分领域，致力于建成世界一流生物产业园区。 

 

成都未来科技城——面积 60.4 平方公里，位于成渝发展主轴东部新区，紧邻天府国际机场。总体

定位为国际创新型大学和创新型企业汇集区，建设国际合作教育园区，打造国际一流应用性科学中

心、中国西部智造示范区和成渝国际科教城。重点发展航空航天、智能制造、下一代互联网、科技

服务业等产业。 

 

主导产业 

成都高新区围绕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和新经济三大主导产业着力构建涵盖现代服务业及未来产业的

“3+2”现代化开放型产业体系，坚持“产业功能区”理念，以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变革经济组

织方式，促进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有机融合，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电子信息产业：聚集英特尔、华为、京东方、戴尔、联想、德州仪器、富士康、奕斯伟、业成科技

等一批国际知名企业，形成了从集成电路、新型显示、整机制造到软件服务的全产业链条，在全球

电子信息产业版图占据重要一极。2019年，129家电子信息规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产值 3361.2亿

元，同比增长 11.7%。 

 

生物医药产业：建有全国唯一的国家级新药专项成果转移转化试点示范基地，在全国生物医药产业

园区综合竞争力排名第 6位，聚集赛诺菲、艾尔建、倍特、蓉生、地奥、迈克生物、美敦力等企业

超过 2900家，初步形成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医疗器械等重点产业集群，从业人员 5万

余人。2019年，成都高新区生物产业规模突破 500亿元，医药工业主营业务收入 243亿元，连续 3

年保持近 20%的增长率，其中新增亿元品种 11个、同比增长 26.8%。 

 

新经济产业：当前，新经济活力区正以瞪羚谷产业社区、骑龙湾产业社区、AI创新中心、中国-欧

洲中心、新川创新科技园和天府软件园六大产业社区为抓手，聚焦 5G 通信与人工智能、网络视听

与数字文创、大数据与网络安全等新经济产业主攻方向，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经济策源地

和活力区。2019年，区域各类新经济性质企业达 8.8万余家，累计培育平台生态型龙头企业 1家、

培育独角兽企业 6家、瞪羚企业 203家、种子期雏鹰企业 323家，新经济企业营收达 4127.6亿元。

20%的增长率，其中新增亿元品种 11个、同比增长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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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對外開放支持金融服務產業發展政策》 

支持外资金融机构集聚成都发展 

加大外资持牌金融机构总部期引，支持国外知名金融机构来蓉设立法人金融机构隐部。结

合成都市金融产业功能区规划，对落户的持牌法人金融机构，按其注册资本的 1%给予一次

性奖励，最高不超过 4000万元。 

 

（一）加大外资持牌金融机构总部招引。支持国外知名金融机构来蓉设立法人金融机构总

部。鼓励外资设立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消费金融、货币经纪等银行业金融机构。

支持外资设立健康保险、科技保险、互联网保险、责任保险等专业保险组织。支持设立外

资控股或参股的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支持外资银行与本地银行开展股权

和业务合作，扩大市场竞争主体总量，增强市场活力。结合成都市金融产业功能区规划，

对落户的持牌法人金融机构，按其注册资本的 1%给予最高 4000 万元一次性奖励。 

 

（二）支持外资金融分支机构和功能性机构落户。积极引进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来蓉

设立经营性分支机构，支持在蓉外资金融机构引入功能性机构。打造外资银行功能性总部

集聚区，鼓励开展票据服务、单证审核、数据处理等业务。落实新版外商直接投资负面清

单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逐步放宽外资金融业务范围。 

 

（三）加速新兴金融机构集聚。积极引进国际知名财富管理机构，对在蓉设立法人机构且

管理规模超过 100 亿元的，给予最高 1000 万元落户奖励。支持外资设立融资租赁、商业

保理、小额贷款公司等地方金融机构，对优秀外资地方金融机构进行分类指导，在设立分

支机构流程上予以简化。支持外资申请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开展第三方支付业务。 

 

（四）推动国际金融组织落户。充分借助和依托友城、领馆、商（协）会等平台，不断深

化金融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国际证券交易所来蓉设立办事处或服务联络点，支持国际金融

组织来蓉设立海外代表处。 

 

推进金融国际化创新试点 

（五）深化“一带一路”跨境金融业务创新。建立“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探索设立

“一带一路”大宗商品期货交易中心和非国家储备货币交易中心，推动建立资讯平台、货

币交易、物流金融平台等配套机构。鼓励自贸试验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和企业运用离岸人民

币市场拓展融资渠道，简化跨境结算业务流程。探索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和

合格境内投资企业（QDIE）试点。深化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改革试点。支持符

合条件的企业参与跨国公司总部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和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支

持跨国公司在蓉设立全球或区域结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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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大保险创新力度。支持国际知名专业性保险经纪、代理、公估等中介机构及从事

再保险业务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在自贸试验区依法开展业务。支持外资保险机构探索完善保

证保险、第三方责任险、涉农保险、巨灾保险等产品和服务，创新开展医疗责任、健康管

理、长期护理等健康类保险产品。鼓励本市医疗机构与国际商业医疗保险 

接轨，每开通一家国际商业医疗保险直付服务并办理实际业务的给予 

最高 5 万元奖励。 

（七）深化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试点。推动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拓展网点，支持

其免费入驻国家 A 级旅游景区的游客中心。鼓励金融机构在酒店、商场增设外币自助兑换

机具。鼓励区（市）县对新设或迁入的外币兑换机构落户提供便利化服务，降低综合运营

成本。 

 

优化外资金融机构落户服务机制 

（八）构建国际化金融产业招商体系。在国外主要金融中心设立西部金融中心联络点，开

展专项招商活动和国际金融合作，形成全球金融招商服务网络。实施“GP 独角兽计划”，

依托天府国际基金小镇伦敦办事处、新加坡办事处，吸引外资创投机构落户。鼓励在蓉外

资金融机构为成都引入海外金融资源，对于落户成功的项目，由所在区（市）县给予奖励。

强化展会招商、载体招商，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来蓉举办金融论坛、博览会、推介会等活动。 

 

（九）健全外资金融机构政务服务体系。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搭建外资金融机构沟通服务平

台，建立牌照申请绿色通道，畅通外资金融机构政策咨询、政策建议渠道。依托四川省银

行业协会外资银行专委会等行业组织，搭建外资金融机构与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沟通平台，

为外资金融机构展业提供政策指引。进一步完善“推进国家西部金融中心建设联席会议”

制度，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全方位综合协调服务。 

 

（十）完善外国金融人才服务体系。将外国金融人才培育和服务体系纳入《成都市引进培

育交子金融人才实施办法》，分类分层提供住房、落户、配偶就业、子女入学、医疗、出入

境和停居留便利、创业扶持等服务保障。为外国人才签证等开通“绿色通道”。对经认定 

的外国高层次人才申请工作许可提供便利，降低永久居留申请门槛、放宽申请条件。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十一）支持外资金融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依托中德、中法、中意、中韩、新川

等国别合作园区，开展各类宣传推介活动，吸引聚集国际化金融要素资源，助推国际产业

合作。支持外资银行机构创新和开发联接境外金融市场的资产配置产品，鼓励外资保险机

构开发海外投资保险品种。支持保险机构为企业进出口、产业技术输出、“一带一路”建

设提供服务，对参保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给予扶持。 

 

（十二）支持企业开展直接融资。支持外资通过设立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股权

投资基金等方式，参与企业上市培育、并购重组。推动企业发行外债，简化境外投资管理

流程，鼓励企业利用债非上市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单笔达 3000 万元以上的，每笔奖励 10 万 

 

务融资工具、项目投资、境外上市等方式“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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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单户企业奖励最高 100 万元。发行债券品种为我市首次发行的，每笔奖励 50 万。单

户企业奖励最高 100 万元。 

 

（十三）支持发展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支持在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飞机融

资租赁业务，允许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业务收取外币租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公司

开展跨境融资租赁、主营业务相关的福费廷、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对自贸试验区

融资租赁类公司开展对外融资租赁业务，取消其境外放款额度限制。支持融资租赁公司将

无形资产作为融资租赁标的物。鼓励在自贸试验区内设立成套设备进出口保理公司，支持

商业保理企业依法加入国际性保理组织，积极审慎开展国际保理业务。对实缴资本超过 10 

亿元的新设融资租赁和商业保理企业，一次性给予高管团队 200 万元奖励。 

 

（十四）提升发展供应链金融。加强海关、商务、市场监管、口岸物流、税务等部门协调

配合，主动与外资金融机构开展对接，提高单证处理电子化水平，为进出口贸易金融服务

提供便利。鼓励外资金融机构、第三方物流企业依托我市“双机场”和中欧班列（成都）

合作创新供应链金融运作模式，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资金便捷周转渠道，切实帮助企业

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创新多式联运提单融资方式，拓宽多式联

运一单制融资渠道。 

（十五）大力推进产融对接。积极推广外资金融机构特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围绕产业功能

区融资需求，定期组织产融对接活动，实现资金供需精准对接。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生态环境 

（十六）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加大成都金融工作信息宣传力度，每年向社会发布上一年度

中英文版成都金融发展报告。加强政企沟通交流，定期与在蓉外资金融机构及其在华总部

机构开展座谈，组织开展外资金融沙龙等活动。营造内外资金融机构一视同仁、公平竞争

的发展环境，支持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平等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有序推进政府数据对

外资金融机构开放。 

 

（十七）营造公平有序的法治环境。推动设立成都金融法庭，加强与成都金融仲裁院、成

都金融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四川银行业纠纷调解中心等合作，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

的多层次金融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外资金融机构合法权益保护，打击违规违法金融活动。 

 

（十八）打造金融综合监管和创新测试平台。学习借鉴国际金融监管先进经验，加强与金

融科技企业深入合作，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建设“地方金融监管沙箱”，

搭建地方金融机构大数据服务平台和创新业务测试平台，提升金融风险防控水平和地方金 

融机构创新能力。 

 

 

 

 

《关于扩大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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