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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世界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
进入全球资本市场的门户

542,000+
人在伦敦金 
融城就业

有超过

40
家中国金融服务机
构在伦敦金融城

首支中国绿色资产
担保债券在伦敦证
券交易所上市

全球第一大金融服
务净出口国（2020年
金融服务净出口金
额达637亿英镑）

40%
的伦敦金融城就
业者出生于英国
境外

全球首个同时开创了监管沙
盒和开放银行的金融中心

大中华区以外的
第一大离岸人民
币清算中心

世界第一的外
汇市场，占全球
外汇交易量的

43%

欢迎来到伦敦金融城

作为伦敦金融城的管理机构，伦敦金融城政府致力于保障城
内的生产生活活力以及企业的蓬勃发展，作为享誉全球的国
际金融中心，我们全力支持伦敦迈向多元化和可持续的方向
发展。我的目标是确保伦敦金融城以及我们的金融和专业服
务业为英国的繁荣做出贡献。作为通往全球资本、咨询和客户
的门户，英国在向全球提供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有着诸多优
势。

我们的国际项目对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世界各地以及
英国各地的顶尖人才、一流技能和前沿创新帮助我们建立了
全球和区域的网络和联系。

伦敦金融城与国际合作伙伴开展在贸易、金融和创新等各个
领域的交流合作，有助于英国市场实现与全球市场的互联互
通，从而为英国经济带来巨大的价值。

我们已有超过40家中国金融机构入驻伦敦金融城。未来我们
在全球的发展包括增强与中国等其它国际市场的联系，以支
持更多国际企业加入英国市场，帮助他们在英国开展国际业
务。我们相信，通过携手努力，进一步推进交流与合作，一定能
战胜疫情带来的挑战，实现繁荣复苏。

通过伦敦金融城中国代表处的长期努力及与合作伙伴在诸多
高级别项目中紧密合作，我们相信我们的工作将继续为中英
两国的金融服务业带来有意义的贡献。

在伦敦金融城，我们持续与中国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以造福两
国，分享我们在金融和专业服务方面的知识和专长，并与支持
我们当前工作的中国事务顾问委员会维持良好联系。

Catherine McGuinness 
孟珂琳 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

英国独特的全球发展前景和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为国际金融和
专业服务企业提供了竞争优势，而伦敦金融城是国际企业受
益英国优势的最佳地区。

我们希望把这“一平方英里”建设得更有活力、更加繁荣，支持
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伦敦，为英国的国际盛誉不断做贡献。
为达到这个目标，我们与不同的商业部门紧密合作，从小型企
业到大型企业、从慈善机构到监管机构、从学者到企业家。

作为伦敦金融城以及英国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全球宣传大
使，伦敦金融城市长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增强伦敦金融城与
国际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我将在任期内利用大部分时间走
访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分享英国以及伦敦作为全球最国际
化的城市在开展国际业务方面的优势和可提供的服务。

我任期内的市长主题是“聚焦目标，以人为本——投资更美好
的明天”。以人和责任为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核心，重建更加
持续和更具包容性的经济。

展望未来，中国将继续成为英国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两国在
金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能够发挥协同作用。伦敦金融
城认识到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在
投资管理、人民币国际化、绿色金融和ESG投资等领域一直与
中方合作伙伴保持着积极的交流，并开展了广泛的合作项目。
我们相信，与中国合作伙伴分享知识和经验，将有利于两国金
融服务业的互惠共赢。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到来，全球市场都在重建经济，我们相信，
与中国等其它伙伴建立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关系将有助于确保
我们的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Alderman Vincent Keaveny 
柯文森议员 伦敦金融城市长阁下



伦敦金融城政府

伦敦金融城政府是一个独特的政府。

通过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重要海外市场建立战略合作，组织相
关活动等，支持并推进伦敦金融城在国际金融和商业服务业
的世界领先地位。

我们总部设在伦敦，尽管与大伦敦市政府和伦敦市长办公室
有着紧密的合作，但彼此相对独立，各司其职。

欢迎世界

伦敦金融城政府每年都会接待许多高级别的国际代表团并举
办相应的庆祝活动。

我们在各国国家元首访问英国时发挥重要作用，伦敦金融城
市长会陪同英国政府和英国王室代表一起接待来访的各国
政要。

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生，他在2015年10月对英国
进行国事访问时来到了伦敦金融城市政厅。2019年6月，胡春
华副总理到访伦敦金融城市政厅参加第十次中英经济财经
对话。

如需了解更多关于伦敦金融城政府和相关信息， 
请访问伦敦金融城网站：

cityoflondon.gov.uk

伦敦金融城中国项目和代表处

伦敦金融城中国代表处的建立是中国和英国长期的友好关系的见证，通过与政府高层和监管机
构保持密切的沟通来影响政策的制定。

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和伦敦金融城市长是此议程的重要领
导人。伦敦金融城在北京和上海的代表处与伦敦团队一同合
作，与金融和专业服务领域的决策者保持密切联系。

伦敦金融城中国事务顾问委员会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指导，
该委员会由中国金融行业的资深专家组成，帮助我们确定工
作重点和战略方向。

在一年一度的中英经济财金对话中，我们也为英国财政部提
供支持。

我们在中国的总体目标是：

切实促进金融改革和市
场自由化

发展伦敦金融城政府与
中国主要合作伙伴的长
期合作关系

推广英国金融服务业
的影响力

增加中英之间的贸易
和投资往来

伦敦金融城现况

历任

693
位伦敦金融城市长

拥有

250
多家外国银行

每年有

1000
多万游客来访

110
个同业公会

使用超过

300
种语言

98.7%
的公司是中小企业



我们在中国的工作重点

人民币国际化

伦敦是世界第一大外汇中心，也是仅次于中国香港的世界第
二大离岸人民币中心。我们正在努力推进伦敦人民币业务量
的发展，支持中英之间互惠共赢的贸易和投资。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伦敦的发展，一直是我们工作重点之一，
早在 2012 年我们就推出伦敦金融城人民币业务中心倡议，旨
在将伦敦建立为主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2018 年，伦敦金融
城重新启动了该项计划，与中国人民银行欧洲代表处共同主
持设立“伦敦人民币市场监测小组”。

绿色金融

通过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伦敦金融城政府致力于推动并加
强与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的长期合作。伦敦在绿色金融发展
经验和深层资本市场方面具有优势，而中国对绿色项目和专
业知识的需求日益增长，两者的对接便是中英绿色金融工作
组这一合作关系达成的基础。该工作组由伦敦金融城第692任
市长罗威议员（Sir William Russell）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
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博士共同主持。

伦敦金融城政府支持实现净零排放、建立气候适应能力和支
持可持续增长。2021 年 11 月，我们在聚焦COP26——绿色金
融全球峰会上召集了跨国、跨部门的主要绿色金融参与机构，
共同探讨在向净零排放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全球挑战与解决方
案。

贸易和投资

资产管理

英国是除美国以外最大的资产管理中
心管理着高达8.5万亿英镑的资产（截止
2021年3月），也一直是欧洲最大的资产
管理中心，占欧洲所有在管资产的38%。 
伦敦同时还是欧洲最大的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中心。英国的资产管理公
司为海外客户管理共计3.6万亿英镑的
资产；英国为亚洲客户管理的资产超过
4000亿英镑。伦敦金融城与亚洲和英国
两地的资产管理公司密切合作，确保资
本市场有效运作。

资本市场互联互通

从资本市场到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英
国一直都处于无可比拟的领先地位。这
得益于伦敦金融城的集群效应，使英国
拥有世界一流的专业技术和融资能力。
伦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最国际化的资
本市场之一，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的
2000多家公司在此上市。

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
易所正式启动沪伦通业务。目前，已有
4家中国企业通过沪伦通在伦敦证券所
交易上市。截止2021年6月底，共有149
只点心债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发
行价值663亿元人民币。

金融科技

金融科技对英国经济的贡献价值超过
110亿英镑。英国拥有规模最大、最具前
瞻性的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群集，其消
费群的金融科技采用率（71%）是全球
最高的，这些优势为金融科技公司提供
了巨大的合作机会和客户群体。2020
年，英国金融科技行业吸引了30亿英镑
的投资，欧洲排名第一，世界第二。2016
年中英金融科技桥成立，双方监管机构
就各自市场的金融服务创新分享信息，
包括最新发展趋势和监管问题。

英国推出了全球首个监管沙盒，并在开
放银行业务方面开创了先河，如今已经
推广至全球。

中国事务顾问委员会

伦敦金融城政府中国事务顾问委员会由中国
金融和专业服务业的资深专家组成，协助指导
我们的工作。

该委员会成立于2010年，为伦敦金融城中国代表处以及伦敦
金融城与中国交流互动的相关活动提供指导与建议。 

中国事务顾问委员会在伦敦和中国两地的年度会议由伦敦金
融城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主持。

中国事务顾问委员会成员机构包括： 
(按字母先后顺序)

•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

• 华夏基金

• 嘉实基金

• 巨溢资本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全国银行拆借中心

• 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荣誉委员名单(按姓氏字母先后顺序)：

•	 高国富 – 上海国际集团独立董事、原上海浦发银行董事长

•	 李扬 –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	 马蔚华 –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原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行长兼首席执行官

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伦敦金融城创新与经济发展部

英国

伦敦金融城政府, 
市政厅 
邮编：EC2V 7HH

电话：+ 44 (0) 20 7332 3360 
邮箱：Asia@cityoflondon.gov.uk

北京

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写字楼1
座14层 
伦敦金融城北京代表处 
邮编：100004

电话：+ 86 10 6535 0240 
邮箱：Asia@cityoflondon.gov.uk

上海

上海市南京西路1601号越洋广场38 
楼 
伦敦金融城上海代表处 
邮编：200040

电话：+ 86 21 6032 1523 
邮箱：Asia@cityoflondon.gov.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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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关于伦敦金融城政府和相关信息， 
请访问伦敦金融城网站：

cityoflondon.gov.u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