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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江干区区委书记滕勇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70周年，70年披荆斩棘，

70年砥砺奋进，铸就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丰碑。2019年，也是浙

大AIF（江干）产研中心（下简称“产研中心”）继2017年7月3日由杭

州市江干区人民政府（下简称“江干区政府”）与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

研究院（下简称“浙大AIF”）合作签约以来实际运营的第二年。

在江干区政府领导下，在区委组织部（区委人才办）、区金融办、

区职能部门、四季青街道、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江大学国际

联合商学院、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会以及全体入驻企业单位和社会各界

的关心支持下，产研中心绕着区政府下达的“发挥政产学研创优势，助

力杭州金融城与杭州金融科技中心打造”的会议精神，齐心打造人才项

目交流平台，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在金融产业规划建设，金融监

管，人才引进，对外招商，品牌打造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感谢您对产研中心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产

研中心将以更积极的思想、更开放的观念和更良好的工作态度，持续为

江干区乃至杭州市金融科技产业发展以及金融科技人才引进和培养贡献

自己的力量，助力浙江省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

                                                                                            
 产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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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活动名称 重要嘉宾

2019年产研中心重要活动汇总

南非人文社科研究委员会（HSRC）金砖国家中心主任
Jaya Josie，合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处长周伟，浙
大AIF院长、ZIBS院长贲圣林教授

  中非金融科技论坛——
“非洲机遇与中国经验”

2019年
3月25日

泰国SEC副秘书长Tipsuda Thavaramara，泰国中央银行
FinTech部门的Songchai Ngernmuen，浙大AIF院长、
ZIBS院长贲圣林教授，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陈弘益助
理教授和泰国法政大学法学院Pawee Jenweeranon讲师

中泰金融科技论坛
2019年
3月27日

2019年
6月17日

“数字资本市场问
题研究”研讨会

杭州市金融办副主任胡晓翔，区金融办主任王红兵，中
国证监会金融研究院院长刘青松，蚂蚁金服研究院总监
林晨，浙商证券总裁王青松，财通证券副总经理方铁道，
省股交中心刘腾飞，浙大AIF院长、ZIBS院长贲圣林教授

eBay 欧盟事务主管Samuel Laurinkari，德国国际合作机
构（GIZ）、新兴市场可持续对话倡议项目 (EMSD)、可
持续金融联合主任祁岚女士，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PS）
高级研究员、政策评估主任Felice Simonelli博士，浙江大
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杨柳勇教授，浙大AIF副院长、浙江
大学光华法学院李有星教授

2019年
6月27日

2019年
8月19日

-9月11日

2019全球金融科技创
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
星（第四届）金融科
技专场赛事阶段

浙江省银保监局副局长张有荣，江干区副区长范朝辉，江干
区政府办副主任宋进军，四季青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
处主任叶蔚华，区委人才办副主任蒋春霞，区科技局副局
长傅怀杰，区金融办副主任饶磊，钱塘智慧城人才科技局
副局长许欣，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李有星，
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杨小虎，浙江大学国际
联合商学院副院长Joshua Seth Kobb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
金融国际研究院副院长、长三角绿色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
施懿宸，美国东北大学客座教授Tatjana Kobb，浙江省之
江区块链科技研究院院长吴中旺，普华资本管理合伙人蒋
纯，杭州市创业投资协会会长周恺秉等。

2019年
6月25日

中欧联合研究课题
“数字平台时代的
可持续发展”研讨
会暨报告发布会

杭州金融科技峰会暨
杭州金融城启动活动

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姚峰，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戴相龙，全国社保基金原副理
事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王忠民，中
国区块链与产业金融研究院院长刘洋，江干区人民政府副
区长范朝辉，浙大AIF院长、ZIBS院长贲圣林教授

一、大力开展招商引智工作，潜心运行人才交流平台

2019年，产研中心利用江干区政府提供的优惠人才、产业扶持政策，浙大AIF强大的学术资源

以及自身日益完善的运营能力，大力开展招商引智工作。截至年底，产研中心已注册企业数31家，

落户入驻单位8家，正在对接中企业23家。同时， “明星”企业——金智塔、东云合生、国信链合、

各登金融科技荣誉榜单。

1月15日，产研中心入孵企业杭州金智塔科技有限公司荣获致敬改革·驱动未来——星浙商国际

众创峰会暨第二届浙商青云榜“最具想象力企业”。同时，金智塔科技CEO郑小林博士荣获年度浙

商青云奖。

1月23日，在向江来·创未来——江干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联盟年终盛典上，杭州东云合生科技

有限公司作为2018年度江干区“钱塘之星”大赛落地项目代表、国信链合（杭州）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2018年度江干区重点平台引进落地项目代表成为江干区高层次人才联盟新会员单位。

（1）深圳本地宝新媒体技术有限公司

本地宝——中国最大的本地权威资讯平台，基于本地、社交及移动互联结合（SOLOMO）运

用，从开放、平等、协作、分享的互联网精神出发，致力于推动从容的新生活文化，倡导引领中国

新社会文明建设，让诚信的人更有竞争力。本地宝由深圳市汇深网信息科技公司于2006年创建，汇

深网公司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企业、深圳市重点文化企业，深圳市互联网标兵企业；成员企业包括两

家子公司，分别为深圳市本地宝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本地宝资讯服务有限公司，已在北京、上

海、东莞、广州设有公司，并开设了郑州、重庆、天津、武汉、南京、杭州等十八个城市的分站。

（2）杭州物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物融通WRT产业互联网平台集产业链金融、电子商务、工程定制、产业资讯、网络技术服务于

一体，打造阳光、安全、集约、智能、高效、协同、共享共赢的有机生态系统平台。物融通WRT产

业互联网平台通过整合基建全产业链资源，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等科技，将基建行业从原

材料到产品的上下游企业及金融机构有机结合起来，打造了360°的“三流”即信息流、物流、资金

流生态闭环系统。该系统可促使企业融资从传统的“三表”授信向数字化“三流”授信转变，改变

传统授信中产融信息不对称、资金错配等问题，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痛点。

（1）杭州凤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一）悉心培育入孵企业，纷纷上榜展露锋芒

1.金智塔科技荣获浙商青云榜“最具想象力企业”

2.东云合生、国信链合成为江干区高层次人才联盟新会员单位

（二）大力开展招商工作，产业集聚江河汇才

1.2019年新入驻企业

2.2019年新注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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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步建设金融监管高地，创新规划江干金融篇章
注册资本10万元。主要经营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等业务，其创始人程鹏教授为瑞士日

内瓦大学金融博士，曾任职于瑞士信贷、巴克莱资本、苏格兰皇家银行和瑞士银行，在期权做市、

结构化产品设计、定价和交易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2015年底回国与期货公司合作，两年时间内将

大宗商品场外期权业务发展成为行业第一。

（2）杭州晖烨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7月25日，注册资本500万。公司创始团队成员均毕业于清华大学等一流名校，曾任职于

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具备多年对冲基金行业从业经验和主动管理经验的专业人才。公司定位以量化

策略研究为核心，搭建多团队、多策略的投研体系，通过分析国内外宏观市场环境及国内市场运营

机制，深入研究量化投资策略，将国际化投资理念与国内本土化环境相结合，开发适合国内市场运

行的量化系统，建成全面成熟的量化研究中心。 

（3）杭州法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万元。是专注于社会化纠纷化解技术方案提供和法律咨询的司法科技服务商。目前

“法汇数据”是工商银行融e联“破产清算与重整管理平台”指定运营商和中钞区块链技术研究院络

谱平台合作方。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自主研发，致力于在金融债务风险处置、社会化矛盾纠纷处

置上提供高品质、高性能的全面解决方案。公司上线的“破产清算与重整管理平台”为法院破产案

件提供了便捷的网络化处置方案，大大提高了管理人的工作效率，系统目前已上线破产案件90多

起，申报金额近900亿元。另外，法汇数据在道路交通理赔纠纷和社会治理等方面也有很深入的研

究。

（4）浙江联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于8月，注册资本1000万。是由多家知名高等院校、高等研究院，一批金融界著名专家、学

者，众多行业优秀经营管理者共同参与发起的金融研究培训机构，师资力量雄厚，其主要职能是:研

究传播金融科技理论，转化推广金融科技产品，培养造就金融科技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为金融业

提供问题解决方案，助力提升金融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助力推动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转型。

《产研中心注册企业名录》详见附件1。

此外，产研中心通过举办“钱塘之星创业创新金融科技专场”大赛，招引前十强项目，预计半

数以上通过江干区百人计划直通车政策落地。同时，产研中心还在协助大赛其余优质项目申报启明

星计划，预计年内5个项目申请。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浙江省作为金融科技最前沿省份，凭借其第三方在线支付、网

络借贷、众筹等领域的技术和产业规模优势已经奠定了其在金融科技发展领域的领先地位。但同

时，金融科技创新因其开放性，互联互通性、科技含量更高的特征，使得金融风险更加隐蔽，尤其

是信息科技风险和操作风险问题更为突出，潜在的系统性、周期性风险也更加复杂。

2019年度，产研中心充分发挥浙大AIF跨学科、国际化、政产学研一体化的智库优势，与江干

区金融办深入探讨金融监管沙盒项目，打造国内监管沙盒高地。

2月11日，新年伊始，区金融办主任王红兵，四季青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叶蔚华（现

任杭州市就业服务局副局长）一行到访产研中心，召开2019年第一次产业规划会议，围绕金融监管

沙盒试点方案进行深入探讨。

（一）金融监管项目深入探讨 

（二）达成“监管沙盒三步走”的初步共识

3月12日，召开区金融办-产研中心“金融监管沙盒项目工作推进会”，区金融办副主任施展、

饶磊参会，浙大AIF副院长李有星主持会议，双方深入交流达成“监管沙盒三步走”的初步共识，未

来将稳步推进金融监管沙盒项目，打造国内监管沙盒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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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聚各大龙头金融机构，深入探讨金融监管沙盒 

8月27日，由浙大AIF副院长李有星主持的“金融科技标准风险及监管规则研讨会”在产研中心

召开。杭州市金融办金融事业发展主任李宝军、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孙坚、杭州市互联网金

融协会秘书长楼建民、原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副行长巡视员郭安娜、恒生电子股份公司执行

总裁官晓岚、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骆鉴、连连支付信息安全部门的负责人童将、邦盛科技庞德

全、趣链科技有限公司李启雷、同盾科技市场部总经理袁伟斌、杭州银行胡飞华、北京金信网银石

涛、法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黄涛等监管部门，金融科技机构，研究部门就金融科技与监管关系前沿

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互相进行交流。

（四）召开套路贷预防和合法催收案例专家研讨会

10月11日，由浙大AIF副院长李有星教授主持的“套路贷预防和合法催收案例专家研讨会”在产

研中心盈盈厅召开。

（五）召开新金融治理与监管法治改善高端论坛

2019年11月10日，由浙大AIF副院长李有星主持的新金融治理与监管法治改善高端论坛在紫金

港国际饭店隆重召开。本次会议围绕新金融治理与监管法治改善，从监管制度、社会治理和金融科

技等角度，探讨新金融的规范治理，深入讨论了地方金融治理与监管立法问题，套路贷、非法放贷

及债务危机的治理与预防，数据信息安全与金融科技监管规则等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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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级联动全球生态资源，谱写金融科技时代华章

2019年度，产研中心与江干区政府围绕“政产学研创”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建立了紧密、高效、

协同发展的合作机制。同时，不断加强国际合作，先后举办了中非金融科技论坛、中泰金融科技论

坛、中欧联合研讨会，中韩“旅游区块链研讨会”。在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同时，助推杭州金融

科技中心建设。

2月20日，江干区副区长范朝辉一行调研产研中心，浙大AIF副院长李有星教授、杨小虎教授等一

同接待。双方围绕产研中心2018年度工作总结，2019年产业规划、港湾联盟建设、金融高地打造等内

容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3月12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王劲松一行调研产研中心，入驻企业国

信链合、浙大系供应链金融项目与会分享。

3月14日，杭州市科技局冯镭副局长一行到访，区科技局局长张健、副局长陈有文等一同出席会

议。会议提出，产研中心将在未来工作中持续增强活力，提升能力，合作共赢，加强与江干区政府联

动，当好双创“店小二”。

3月18日，江干区金融科技产业规划课题工作会议在产研中心召开，区金融办主任王红兵，浙大

AIF副院长李有星，产研中心主任俞蕾等参加会议，围绕2019年金融产业规划及产研中心发展规划等

内容进行深入交流与探讨。

3月25日，中非金融科技论坛——非洲机遇与中国经验在产研中心成功举办，南非人文社科研究

委员会（HSRC）金砖国家中心主任Jaya Josie，合肥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处长周伟，浙大AIF院长

贲圣林教授等出席论坛，共同探讨金融科技的非洲机遇与中国经验，助力杭州金融城建设。

（一）深度巩固政府合作，完善发展创新模式

5月22日，杭州市金融事业发展中心主任李宝军一行参访调研产研中心。

6月17日，“数字资本市场问题研究”研讨会在产研中心举行，杭州市金融办副主任胡晓翔、区

金融办主任王红兵、中国证监会金融研究院院长刘青松等出席，蚂蚁金服研究院总监林晨、浙商证

券总裁王青松、财通证券副总经理方铁道、省股交中心刘腾飞等业界代表参加，浙大AIF院长贲圣林

教授出席接待，共同分析数字技术在资本市场的应用进展，研究未来数字资本市场发生的基础性、

结构性的改变，共同探讨中国数字资本市场的制度设计和市场发展。

7月4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党组成员、人事处处长邓富国一行到访产研中心，开展“走亲

连心三服务”工作会议。江干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邵雪荣一同出席。

8月22日，江干区副区长范朝辉一行调研产研中心，区政府办主任宋进军、区金融办主任王红

兵、四季青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马志清一同出席，产研中心俞蕾主任汇报钱塘之星·（第四届）创业

创新大赛金融科技专场的整体情况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获得区领导及政府各部门领导的充分肯定和

大力支持，范区长及各部门领导对大赛后续赛程及环节进行悉心指导。

8月27日，2019杭州市民体验日“最具品质体验点”评选走访团到访，实地参观了各个展厅并

开展了交流座谈。

9月12日，江干区区长楼建忠一行到访产研中心，浙大AIF院长贲圣林教授出席。楼区长在会议

中听取产研中心近年发展情况，双方就下一步工作内容进行充分探讨。

9月26日，北京金融局金融科技处处长柳阳一行到访产研中心座谈交流。

11月11日，产研中心受邀参展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2019钱塘智谷人才峰会。

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联合勤务学院学术调研团到访产研中心座谈交流。

1月9日，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一行到访产研中心，开展行业研讨会，道富集团、51信用

卡、微贷网和趣链科技代表从公司及行业的角度对金融科技业态进行分享，双方就行业发展、国际

合作、创新投资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和沟通。

（二）拓宽国际视野，加强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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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中泰金融科技论坛在产研中心举行，泰国SEC副秘书长Tipsuda Thavaramara，泰国

中央银行FinTech部门的Songchai Ngernmuen，浙大AIF院长贲圣林教授，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

院陈弘益助理教授和泰国法政大学法学院Pawee Jenweeranon讲师等出席论坛，针对新金融趋势下

全球及区域金融科技的机遇及挑战进行讨论。

6月25日，中欧联合研究

课题“数字平台时代的可持续

发展”研讨会暨报告发布会在

产研中心召开。eBay欧盟事务

主管Samuel Laurinkari等来自

海内外的30余位金融科技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就金

融科技的可持续性发展、绿色

金融与数字科技的创新等问题

展开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7月1日，智慧非洲秘书处科技创新部部长Didier Nkurikiyimfura一行到访，了解产研中心情况。

9月19日，世界银行原CTO Lesly Goh女士到访产研中心，浙大AIF院长贲圣林教授向Lesly 

Goh女士介绍了产研中心发展情况，就杭州金融城规划进行了交流。

10月21日，印尼Digiasia Bios公司Alex先生到访产研中心，浙大AIF院长贲圣林向Alex先生介绍

了产研中心发展情况，就双方下一步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10月23日，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主席、韩国前总理、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昇洙博士等

一行到访产研中心出席 “旅游景点区块链项目研讨会”。中韩等政界、学界、企业嘉宾同聚一堂，

共议全球旅游业区块链项目最新发展。

会后，浙大AIF院长贲圣林教授与韩昇洙博

士 一 同 为 GG56（ Global Good 5 Oceans 

6Continents）企业揭牌，这标志着GG56杭州办

公室正式落户产研中心。

（三）名师讲堂系列

4月20日，产研中心联合共青团杭州市委、杭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共同举办名师讲堂第二期——

企业创新高峰论坛。为青年企业家提供国际化、前瞻性的理论学习，为企业领导者提供开拓眼界、

培养全球化战略思维的探索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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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名师讲堂第三期—金融科技：中国之外的机遇与挑战论坛圆满落幕。金融技术与区块

链知名学者、新加坡新跃社科大学（SUSS）李国权教授和与会嘉宾分享新经济时代下，中国企业在

金融科技领域的全球发展机遇，为青年企业家搭建全球化的成长平台。

作为产研中心最新资讯动态平台，江干区政府同步政策站点、浙大AIF实时学术成果传达窗口，

金融科技行业最热的前哨战，“浙大AIF产研中心”微信公众号自2018年1月搭建以来，目前累计积

累粉丝958位，单篇文章最高阅读量1657个。

产研中心官网作为品牌形象和组织体系完整展示和信息分享平台，通过网站改版和内容填充，

集中展现了产研中心自成立以来在学术研究、建言献策、智库建设、产业孵化、国际合作等方面丰

硕成果，更加全面展示了产研中心全新形象。

（一）产研中心官网运营

四、扎实搭建品牌宣传基础，全面展示生态
精神风貌产研中心官微搭建

（二）积极扩展媒体关系

2019年，产研中心多次受省市级媒体采访报道，其中包括杭州网，科技金融时报，都市快报，

钱江晚报，浙江在线，青年时报，杭州日报，每日商报，腾讯大浙网，杭州电视台，中国网。在这

一过程中，建立了和相关媒体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建立媒体微信群，形成线上和线下结合的高效推

广模式，凸显品牌影响力和传播力。

●媒体网络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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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科学管理内部运营团队，良好开展对外合作工作

产研中心内设综合行政部门，对外合作部门，企业招商部门，品牌宣传部门。各部门之间分工

明确相互配合各司其职，并能高效的进行上传下达的日常运作。2019年，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产

研中心全体部门努力下，荣获“江干区2018年度人才伯乐奖”、“人才服务驿站”称号。

1月23日，在向江来·创未来—江干区海内外高层次人才联盟年终盛典上，浙大AIF（江干）产

研中心荣获“江干区2018年度人才伯乐奖”。

（一）产研中心荣获“江干区2018年度人才伯乐奖”

2月27日，在江干区经济工作暨数字经济发展大会上，区领导授予产研中心“江干区2018年度

人才伯乐奖”奖牌。

10月9日，江干区招才局授予产研中心“人才服务驿站”称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产研中心将

在为江干招才引智路上步履不停。

（二）产研中心喜获“人才服务驿站”称号

（三）紧密暑期实践交流，助力产研中心新未来

7月2日，2019年浙江大学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走进产研中心，并为江干区金融办输送两

位优秀浙大暑期实践生。团队成员分别来自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医学院、海洋学院、社会科学

院、工程学院，各领域优秀复合人才，为产研中心注入新活力。

（暑假实习生活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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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题一：发挥政产学研创优势，助力杭州金
融城与杭州金融科技中心建设

（一）中国·杭州金融科技峰会暨杭州金融城启动活动圆满落幕

6月27日，由产研中心承办的“新时代 新金融 新科技”的“中国·杭州金融科技峰会暨杭州金

融城启动”活动成功举行。该活动由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指导，杭州市金融办、中共江

干区委、江干区人民政府主办，江干区委人才办、江干区金融办、四季青街道联合承办。

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姚峰表示金融业是杭州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支柱行业，杭州的建设目标是

巩固传统金融，发展新兴金融，同时也提出“打造金融科技中心”的工作目标，江干区作为拥江发

展和大湾区建设的主战场，正在加快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建设，为全市及区域创新驱动转型

升级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姚峰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副理事长戴相龙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戴相龙提出金融科技为什么一定要牢牢

坚持为建设中国现代金融和中国强国金融服务等相关问题，分享中国金融行业发展历程的同时也表

示杭州金融城的设立和对外宣传能吸引金融科技人才、金融机构到杭州以推动国家金融科技改革。

全国社保基金原副理事长、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王忠民，中国区块链与产业

金融研究院院长刘洋发布“迈向数字经济的杭州金融科技”，其成果表明杭州在基础的金融科技和

数字经济人才中，已经布局了生产要素端的东西，这些要素在加速器当中发挥集合作用的力量，但

未产生最大的基础效应。如果能够在我们新的成长里得到爆发，相信会获得一次从2C到2B的历史性

的飞跃。

江干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范朝辉

江干区人民政府副区长范朝辉发布了《建设

杭州金融城打造金融科技先行区行动纲要》。为

积极响应杭州打造金融科技中心的决策部署，切

实发挥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在全省和全市的示

范引领作用，将以钱江新城金融集聚区为核心，

建立杭州金融城。按照“一城三区五平台”的格

局，打造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科技先

行区，逐步开展金融科技行业深耕、企业引育、

场景应用、生态构建、平台打造、人才支撑六大

行动计划。

“杭州金融城”启动仪式

5月30日召开的杭州市金融工作会议

暨打造杭州金融科技中心推进大会上，

《杭州金融科技中心建设专项规划》正式

发布，对目标定位、主要任务、空间布局

及政策支持予以明确。规划由浙江省发改

委、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杭州市人民

政府发布，浙大AIF（江干）产研中心创业

导师、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

圣林教授带领的团队此前为规划的发布提

出了政策建议和专业意见。

“杭州金融科技中心”揭牌仪式

活动现场举行了“杭州金融城”启动

仪式、杭州金融科技中心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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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时代，新金融，新科技”圆桌论坛

圆桌论坛环节由浙大AIF院长贲圣林主持，世界银行亚太区金融市场局高级金融专家邵长毅，

欧洲货币机构投资者集团代表陈幸，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高强，英国驻上海领事

馆金融科技主管双希，德勤中国合伙人张荷之，软银中国管理合伙人张岳鹏及蚂蚁金服研究院副

院长邱明围绕“新时代 新金融 新科技”主题，以及“如何支持杭州金融城的建设、对未来金融科

技的发展持怎样的看法”等具体问题进行了针对性的探讨和交流。贲圣林教授总结到，金融科技

方兴未艾，具有广阔的市场，杭州打造金融科技中心和杭州金融城的启动，江干区政府勇立潮

头，干在实处，提出打造杭州金融城将为杭州、为中国、为世界的普惠金融科技、善心的金融，

带来无限的光明。

回首历史，金融科技发展之路筚路蓝缕；展望未来，百年腾飞蓝图依然亟待添彩。作为杭州

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的标志性地区，江干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机遇，随着杭州金融

城的顺利启动，江干将继续围绕“高水平全面建设国内一流现代化中心区”总目标和“打造世界

名城首善之区”阶段性目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心塑造自身品牌，以“建设杭州金融城打造

金融科技先行区”为使命，为钱塘江金融港湾打造和区域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钱塘之星（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金融科技专场，是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之

一，旨在打造杭州金融城、钱塘江金融港湾，构建杭州金融科技中心。

钱塘之星（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金融科技专场作为全国首个金融科技领域全球性质的高端赛

事，组建全球金融科技精英领袖集聚群，足迹遍布国内外金融业最为发达和活跃的英国、美国、南非、

印尼；上海、深圳、成都、贵阳“4国4城”，吸引金融科技领域人才与企业了解杭州，落地江干。

（一）6月12日，钱塘之星（第

四届）创业创新大赛启动

6月12日，浙大AIF贲圣林教授受

邀出席在杭州举行的江干区双创周开幕

式暨钱塘之星（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

启动仪式，并做主题为“以梦为马，不

负韶华——这些年我们的‘双创’之

路”的精彩演讲。

 七、专题二：以赛引才—“钱塘之星（第四届）
创业创新大赛金融科技专场”助力江干招才引智



（三）项目征集：“四国四城”理念穿针引线 ，科创理念打开“世界之窗”

1.英国站

5月7日，产研中心联合英国人工智能协会、英国浙大校友会、剑桥大学嘉治商学院，邀请伦敦

证券交易所、中央银行出版公司、毕马威、Ascential（艾盛集团 ）共同见证，进行大赛英国站的

线下推广宣传，开启英国站项目征集。

PAGE 19/ PAGE 20/

浙大AIF（江干）产研中心2019年

工作总结及2020年工作规划要点

（二）6月27日，钱塘之星（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金融科技专场全球征集令发布

6月27日，中国·杭州金融科技峰会暨杭州金融城启动活动上，江干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邵雪荣

表示钱塘之星（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金融科技专场将进一步提升区域资金吸纳、人才集聚、创新

转化、服务辐射能力，为加快建设杭州金融科技中心注入强劲动力。随后发布了“钱塘之星（第四

届）创业创新大赛金融科技专场”全球征集令，钱塘之星（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金融科技专场正

式启动。

江干区委常委、组织部长邵雪荣 发布金融科技专场全球征集令

2.贵阳站

2019年5月26日，2019全球金融科技创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星·第四届金融科技专场（贵阳

站）隆重举行。

3.深圳站

7月6日，2019全球金融科技创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星·第四届金融科技专场（深圳站）在深圳

创客大街腾讯众创空间盛大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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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南非站

7月12日 ， 产 研 中 心 联 合Smart Africa， 在Afric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Nairobi University 

Research Base，University of Nairobi Development Institute等的共同见证下进行2019全球金融科

技创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星·第四届金融科技专场（南非站）的线下推广宣传，开启南非站项目征

集。

5.上海站

7月13日，2019全球金融科技创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星·第四届金融科技专场（上海站）活动

成功举办，联合Y-City全球创新学院，在同济大学进行大赛推介及项目征集。

6.成都站

7月16日，2019全球金融科技创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星·第四届金融科技专场（成都站）活动

在成都腾讯众创空间启幕。

7.美国站

7月20日，联合浙大北美校友会、沃顿商学院、硅谷云计算实验室，进行项目征集和线下推广与

传播。

8.印尼站

7月22日，产研中心联合印尼UPM大学校级孵化器、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万隆理工学院以及

浙江大学海洋学院交流团，进行项目征集和线下推广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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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钱塘之星（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金融科技专场初赛顺利举行

8月19日，钱塘之星（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金融科技专场初赛在浙大AIF（江干）产研中心

路演厅顺利举行。钱塘智慧城人才科技局局长吴月华在本次初赛中表示，今年大赛在信息科技和

人工智能基础上，新增金融科技板块，这是大赛四年来首次开设金融科技领域赛道，将为杭州金

融城的建设提供项目人才和技术支持。

现场活动图片选集 钱江智慧城人才科技局局长吴月华讲话

（五）钱塘之星（第四届）创新创业大赛金融科技专场复赛成功举行

9月10日，2019全球金融科技创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星第四届金融科技专场复赛在钱江新城

平安金融中心ISSCC国际标准大会议厅正式拉开战幕，入围的40强项目首次集结江干，争夺10强

黄金席位。本次大赛通过现场路演方式，对40个入围复赛的项目进行选拔，决出10个项目进入

2019全球金融科技创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星（第四届）金融科技专场。

（六）2019全球金融科技创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星第四届金融科技专场完美落幕 

9月11日，2019全球金融科技创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星（第四届）金融科技专场晋级赛拉开

帷幕。江干区副区长范朝辉致辞并启动大赛，浙江省银保监局副局长张有荣、浙江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新兴金融处陈智静副调研员、杭州市科技局资源配置与监督管理处副调研员许平、区政府办

副主任宋进军、四季青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叶蔚华、区委人才办副主任蒋春霞、区科

技局副局长傅怀杰、区金融办副主任饶磊、钱塘智慧城人才科技局副局长许欣等领导出席会议。

最终四强项目被授予“金丝雀奖”，其余六个项目被授予“金种子奖”。至此，2019全球金融科

技创业创新大赛暨钱塘之星第四届金融科技专场完美落幕。

此外，产研中心与四季青街道一同组织项目方走访钱江新城，向项目方介绍钱江新城金融、金

融科技营商环境，让项目方更了解江干，在江干携手共创金融科技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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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深度走访大赛项目方

9月19日，钱塘之星金融科技专场江干招商团队集结区金融办副主任饶磊、四季青街道副主任马

志清、浙大AIF产研中心主任俞蕾等人赴北京针对北京地区项目开展精准招商工作。深度走访大赛项

目方，招才引智路上我们步履不停。

（八）四强项目逐鹿钱塘

9月27日，金融科技专场四强项目在钱塘之星2019（第四届）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的舞台上

展露锋芒，大放异彩，与人工智能、信息科技两个板块项目一同竞技交流。最终，理享家项目获

总 决 赛 二 等 奖 ， 奖 励 创 业 扶 持 资 金 500万 元 ； 技 术 驱 动 大 健 康 产 业 革 命 商 业 计 划 项 目 、

CloudToGo开发云生态项目、冒烟指数监测预警非法金融活动平台获总决赛三等奖，奖励创业扶

持资金300万元。

光阴荏苒，转眼2019年接近尾声。2019年，产研中心在金融科技、数字经济时代发展的浪潮

中，在江干政府的支持下，在与浙大AIF生态全体部门的通力合作下，同舟共济，勇往直前，未来

已来。



PAGE 27/ PAGE 28/

浙大AIF（江干）产研中心2019年

工作总结及2020年工作规划要点

浙大AIF（江干）产研中心（简称“产研中心”）是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简称“浙大

AIF”）与江干区人民政府合作共建的全球首个集政、产、学、研、创于一体的金融科技孵化基

地。为了更有效落实各项工作，结合江干区政府未来需求和产研中心实际情况，初步制定年度工

作规划。

（一）承担江干产业规划研究课题

产研中心研究团队计划每年承担1项江干区政府发展规划类课题，通过对江干区金融产业发展

形势分析、现状评估、风险防控、产业政策优化及下一步推进举措建议等，形成专题报告，为江

干区政府产业规划建言献策。同时，产研中心积极发挥自身科研、孵化等专业优势，推动江干科

技金融发展模式创新，助力区域产业、政策发展，积极为江干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

境，抢占全球创新金融领域话语权。

（二）发布国家级金融行业指数报告

产研中心依托浙江大学的研究优势，整合海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等专家人才资源，开展前瞻

性理论研究，并产出相应金融科技领域权威学术成果。产研中心每年协助江干发布1次国家级金融

行业指数（以“钱塘指数”命名），进一步扩大江干在全球金融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助推杭州金

融城建设步伐。 

（三）举办杭州金融城系列交流活动

为贯彻落实国家、省、市金融发展战略，积极响应杭州打造金融科技中心，切实发挥钱塘江

金融港湾核心区在全省全市的引领示范作用，以钱江新城金融集聚区为核心建设杭州金融城的决

策部署，产研中心计划每年协助江干区政府举办1次金融城系列合作交流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机

构、专家学者和行业领袖来杭为杭州金融城建设建言献策。对标伦敦金融城、北京金融街、上海

陆家嘴，协助江干区政府打造国际一流的金融科技生态圈。 

（四）开展金融科技国际交流活动

产研中心具有举办大型国际金融科技会议及活动的丰富经验，拥有国际国内“海量”金融科

技及相关资源。下一步产研中心将积极链接全球金融科技资源，协助江干区政府“一赛”、“一

会”、“一行”活动，进一步提升钱塘港湾核心区影响力。每年计划举办国际性交流、金融科技

对话活动不少于10次，通过交流活动联动港湾联盟成员单位，助力江干区政府建设企业服务需求

库。

（五）推动全球名校实习生征集计划

产研中心落户江干以来，积极响应浙江省人才培养需要，大力开展人才培养与交流工作。此

前，由哈佛、耶鲁、麻省理工、普林斯顿、斯坦福大学共建的五校同舟会（浙江）创新创业交流

中心，浙江大学暑期实践校级基地先后落户产研中心。产研中心继续全面推进人才培养工作，计

划每年向江干政府各部门输送不少于4名高学历优秀实习生，帮助江干区政府补充高层次实习人

才。

（六）吸引金融科技人才落户江干

产研中心通过整合海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专家人才资源，嫁接浙江大学优质人才资

源，开展多层次人才培育，建设创新金融人才梯队。计划每年引进或自主培养“直通车计划”人

才不少于2名，引进教授、博士、海归等人才不少于4名，协助吸引金融科技领域人才与企业，帮

助搭建全球金融科技创业创新资源汇聚、碰撞、融合、共振的优质平台，助力江干区政府招才引

智工作。

（七）招引优质项目落户江干

产 研 中 心 现 已 积 累 了 包 含 欧 洲 商 学 院 （EBS） 、 帝 国 理 工 大 学 、 剑 桥 大 学 嘉 治 商 学 院

（CJBS）、剑桥大学新兴金融研究中心（CCAF）、美国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

院等国际知名高校在内的全球顶尖高校合作伙伴，以及红杉资本、软银集团、真格基金、淡马

锡、同渡资本、IDG资本、同创伟业等100余家著名投资机构。产研中心通过浙大广泛的校友资

源，协助江干区积极招商引财，计划每年将至少招引1家成熟型企业落户江干；在全球范围内积极

宣传杭州金融城，力图吸引更多的优秀企业落户江干，建设江干，打造杭州金融科技中心。

（八）搭建杭州金融城宣传平台

按照江干区政府规划建设杭州金融城发展战略，产研中心拟于2020年依托“八国八城”全球

金融科技创业创新大赛、金融科技国际交流活动等政产学研创多方合作，以助力建设杭州金融城

为核心，协助区政府打造品牌官网，链接杭州金融城友城资源、国际金融科技合作案例、钱塘江

金融港湾优越营商环境，更直观、更智能、更全面地在世界舞台展示江干风貌，进一步扩大杭州

金融城的全球影响力。

八、产研中心2020年工作规划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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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产研中心注册企业名录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杭州市江干区前程互联网金融研究中心

杭州画之彩网络科技合伙企业

杭州潘达益化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砺视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国链筑梦科技合伙企业

朗瑞泽风（杭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齐雨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杭州凌木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凤翥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杭州晖烨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舜明商贸有限公司

浙江联融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法汇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胜奇产学研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建连智信科技有限公司

13

1311

1302

1330

1340

1341

1342

1345

1302

1320

1333

1310

1317

1321

132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杭州下笔有神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东云合生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求是创新研究院

杭州艾孚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为恩科技有限公司

国信链合（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知象科技有限公司

中链北斗（杭州）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艾孚群创投资合伙企业

杭州唯瑞计算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越维金服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怡联数字技术有限公司

杭州橘橙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君和科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杭州摩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大奔产学研科技有限公司

1301

1304

1305

1306

1307

1308

1309

1312

1313

1315

1316

1318

1319

1323

1328

1329

公司名称 房间号 公司名称 房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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