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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崔小远）

昨日

上午， 国际金融论坛 （IFF） 第 17 届全

球年会

（

F20

峰会）

在广州南沙开幕。

据悉， 这是国际金融论坛会址永久

落户南沙自贸片区之后的第一次年会。

本届年会以“全面可持续发展： 共商合

作与危机应对” 为主题， 近 200 位国内

外财经政要、 专家学者以及 400 多位嘉

宾和代表按既定日程， 就新变局下的货

币与财政政策、 WTO 改革与未来的世

界贸易体制、 粤港澳大湾区、 全球碳定

价机制、 南沙国际金融岛发展战略等议

题进行为期两天的讨论。 当天还举行了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全球绿色金融创

新奖颁奖仪式。

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表示， 在全球

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探索世界经济

复苏道路的重要时刻， 需要为全球发展

注入更多正能量， 发挥金融的支撑保障

作用。 她建议聚焦共同发展， 增强金融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坚持开放包容， 推

动营造良好合作环境； 勇于开拓创新，

激发合作发展新动能； 坚持互利共赢，

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

国际金融论坛常务副主席黎晓宏表

示，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经济萎

缩， 金融发挥了重要的逆势调节作用。

主要经济体央行纷纷采取流动性宽松政

策， 已经开始前瞻性讨论疫后货币金融

政策的“常规化” 退出问题。 希望国际

金融论坛发挥全球金融交流与合作、 沟

通与对话的国际平台作用， 关注和研讨

国际金融局势变化， 围绕当前和下一阶

段面临的重大挑战和难题， 出谋划策，

共克时艰。

就“中国和欧洲之间在气候变化方

面的合作” 这一议题， 全国政协原副主

席周小川发表主旨演讲。 周小川表示，

二氧化碳排放市场在性质上就是一种金

融市场， 也是绿色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它不仅是二氧化碳排放分配使用

的一种机制， 更多是以供求关系为基

础， 涉及多种不确定性的风险定价市

场， 更是一种跨区配置投资与风险管理

的市场。 实现碳中和或者是实现净零排

放， 需要大量的科技创新， 需要大量的

投资去谋求新技术、 新装备、 新工艺在

未来获取碳减排或者是碳全降的税收收

入， 来实现投资， 其中有大量的期限转

换和风险管理。

周小川建议， 参照沪港通的做法，

下一步要研究中国和亚洲的碳市场和欧

洲的碳市场连接问题； 建议在中欧之

间、 亚欧之间可研究建立一个专项基

金， 专门处理跨欧亚交通碳排放问题；

气候变化的国际交易， 包括货物与服务

的交易、 设备与技术的交易， 应该实现

零关税、 零壁垒。

首次发起全球绿色金融创新奖

又讯 （记者 崔小远）

昨日， 国际

金融论坛 （IFF） 全球绿色金融创新奖

颁奖仪式在南沙区举办。 据悉， 全球绿

色金融创新奖由国际金融论坛 （IFF）

于今年首次发起， 旨在对全球绿色金融

领域的创新解决方案进行表彰和奖励，

推广绿色金融发展的成功经验和最佳实

践。

本次评审委员会由 15 位具有全球

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重要领导人和金融

界、 环境界精英组成。 华夏银行凭借

“以量化的环境效益为结果导向的京津

冀大气污染防治转贷项目” 获“2020

全球绿色金融创新奖”， 成为唯一一家

获得该奖项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国际金融论坛第17届全球年会在南沙开幕

2020年“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广州）举行闭幕晚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晚上，2020 年“读懂中国”国

际会议举办闭幕晚会。 国家创新与发展

战略研究会会长郑必坚、 中国人民外交

学会会长王超、 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出席

闭幕晚会并致辞。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叶小文， 中央对外联

络部原副部长于洪君， 国家创新与发展

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李君如， 副会长

徐伟新、王博永、冯炜，中国人民外交学

会副会长李惠来，巴西驻华大使保罗·瓦

莱， 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陈德海等出

席闭幕晚会。

郑必坚在致辞时表示，本次“读懂中

国”国际会议，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

蔓延的背景下如期召开， 得到各级支持

指导和嘉宾拨冗参与。 与会者围绕主题

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 深化了对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认识， 深化了对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 深化了对新

发展理念、 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格局的

认识， 深化了对“四个自信” 的认识。

会议相关方精诚合作、 相互协调、 形成

合力， 为在特殊形势下开成了非同寻常

会议提供了有力保障。 国家创新与发展

战略研究会对参会嘉宾、 相关单位和工

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王超表示， 本次会议发出了携手抗

击疫情、推动经济复苏、加强全球治理的

共同呼声，讲述了中国故事，让世界读懂

中华民族“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

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

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中国人民外

交学会愿与各方携手努力， 积极开展人

民外交，让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温国辉说，本届“读懂中国”国际会

议，为各国观察中国、了解中国、读懂中

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正

能量。 广州将倍加珍惜与大家结下的友

谊和大会取得的成果， 深化与各方交流

合作， 着眼打造畅通国内大循环中心节

点、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支点，加快

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希

望各位嘉宾继续关注广州， 更好了解中

国、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了解广州。

400 余名“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嘉宾

及广州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徐咏

虹参加闭幕晚会。晚会以珠江为背景，以

广州塔为地标，以天地为舞台，安排了新

民乐《彩云追月》等 6 个节目以及无人机

编队表演。

我国电子社保卡申领超3亿张

22个城市可扫码乘车

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 10

月末， 社保卡持卡人数已达到 13.29 亿

人，覆盖我国 94.9%的人口。 每 5 位持卡

人中已有 1 人同时申领电子社保卡，电

子社保卡申领总数已突破 3 亿张。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通过电

子社保卡， 可以在网上办理社保关系转

移、 养老金测算、 境外社保免缴、 失业

登记、 失业保险待遇申领等 40 项全国

性社保服务。 此外， 电子社保卡的移动

支付功能， 已在 27 省的 224 个地市支

持就医购药扫码结算， 在 22 个城市开

通银联乘车码， 市民可以用电子社保卡

扫码乘车。

这位负责人表示， 目前通过常用的

App、小程序等，即可找到电子社保卡线

上服务。 这些渠道包括国家政务服务平

台，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掌上 12333，工、

农、中、建、交、邮储、招商、平安等各大银

行，以及支付宝、微信、云闪付等。

下一步， 人社部门计划利用两年左

右时间， 开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信息化

便民服务创新提升行动，推进“全业务用

卡”， 不仅在人社领域实现身份凭证用

卡、人社缴费凭卡、补贴待遇进卡、工伤

结算持卡，还将积极推进“一网通办”，方

便百姓随时随地获取服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吴瑕 通讯员 穗

府信）

昨天上午， 中国科学院广州明珠

科学园一期项目建设启动大会在广州市

南沙区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副

院长周琪，广州市委书记张硕辅、广东省

副省长王曦等出席，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张涛、广州市市长温国辉致辞。

张涛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科学院秉

持高站位谋划、高效能参与、高质量供给

的原则，大力推进明珠科学园项目建设，

力争早日发挥出一流装置、 平台的支撑

作用，培育新动能，积蓄新势能，更好服

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 希望大

家继续保持精诚合作， 共同把明珠科学

园打造成为大湾区一颗科学明珠， 为大

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添砖加瓦。

温国辉表示， 明珠科学园一期项目

建设启动， 对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

设，汇聚全球创新资源，大幅提升广州、

广东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 未来

产业策源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广州将全

力推进明珠科学园相关项目建设， 并将

持续优化创新环境， 提升园区生活服务

配套水平， 加大力度吸引高端人才及人

才团队集聚。

据悉，2019 年 5 月， 中国科学院和

广州市人民政府签署共同建设广州南沙

科学城、 中国科学院广州明珠科学园合

作协议， 加快推动中国科学院在穗研究

机构和创新资源集聚发展。 目前明珠科

学园一期各项目建设全面铺开，其中，大

科学装置已于今年 9 月如期开工建设，

建设国科大广州学院、 迁建和新建科研

院所以及南沙科学城人才产权住房建设

扎实推进， 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也已分批

开工、启动，力争一期项目 2021 年 6 月

全面进入主体结构施工，2022 年底主要

院所交付使用，2023 年全面建成投入使

用。

活动期间，白春礼、张硕辅一行调研

了科技创新、 大科学装置规划建设有关

情况。 中国科学院、 广东省相关单位领

导，广州市领导潘建国、卢一先、王东等

参加活动。

中国科学院广州明珠科学园一期项目建设启动

白春礼周琪张硕辅王曦出席 张涛温国辉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