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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联席会议文件

浙金融港湾发〔2021〕4号

省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联席会议关于
印发《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实施计划

（2021-2025年）》的通知

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市人民政府，有关单位：

经省政府同意，现将《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实施计

划（2021-2025 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省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联席会议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代章）

2021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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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实施计划
（2021-2025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钱塘江金融港湾的决

策部署和《浙江省金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高水平推进钱塘

江金融港湾建设，制定本计划。

一、发展基础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发展，立足浙江、

面向全国、着眼全球，2016年，公布了《钱塘江金融港湾规划》，

明确了钱塘江金融港湾的目标定位、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及功能

配套。五年来，经过省市县三级政府共同努力，在钱塘江金融港

湾主规划区基本形成了“1+X”空间格局，基本建成了以杭州钱江

新城和钱江世纪城为核心区、一批特色金融小镇交相辉映的现代

化、国际化、专业化区域金融产业集聚高地，加快了财富管理、

金融科技等新金融业态集聚发展，增强了金融产业实力和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截至 2020 年末，全省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从 6.8%提高到 8.7%，钱塘江金融港湾主规划区的金融

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超过 36%，存贷款余额占全省的份额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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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直接融资比重超过 27%，集聚规模化私募基金及各类财富

管理机构超 5000家，管理资产规模超 2万亿元。

尽管近年来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与成熟

的国际国内金融中心发展水平相比，与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示范区对金融提出的要求相比，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引领辐射作用和联动发展功能有待提高、金融集聚度有待提升、

配套政策和基础设施有待完善等问题。

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服务实体经济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为根本目的，忠实践行“八八战略”、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深入

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发展，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大力推动

金融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效能治理，为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作出更大贡献。

（二）发展定位。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对接上

海国际金融中心，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

持续建设和迭代升级，深入实施融资畅通工程和凤凰行动计划升

级版，全面提升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能级，以杭州核心区为引



- 4 -

领，联动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等城市金融集聚区建设，

辐射带动全省集聚发展普惠金融、财富管理、金融科技、科创金

融、航运金融、绿色金融、产业金融、油气金融服务，推进金融

特色小镇差异化发展，构建“一核引领、两极联动、四翼融合、

六城协同、多镇争辉”的“1+2+4+6+X”功能布局，形成港湾先行、

全省共富的“点、线、面、体”发展格局和良好金融生态，实现“服

务国家战略、支持实体经济、协同区域发展”三大提升，把钱塘

江金融港湾打造成为我省新兴金融中心建设的样板示范和金融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的先行区。

（三）主要目标。到 2025 年，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能级

显著提升，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百姓品质生活作用进一步凸

显，金融科技全球竞争力明显增强，金融生态更加优良。推动全

省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超过 9%，钱塘江金融港湾区域的

金融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超过 75%，累计上市公司数量超过

800家，形成标志性硬核成果，努力成为共同富裕改革探索的范

例，重点打造五个特色“港湾”。

——打造“开放港湾”。以国家自贸区战略为引领，积极对接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推进我省自贸区金融创新和跨境电子商务综

合试验区建设，将港湾建设成为我省金融服务自贸区、对接长三

角、促进“双循环”的桥头堡。力争 2021-2025年港湾自贸区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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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结算累计超过 4万亿元。

——打造“普惠港湾”。以普惠金融服务为引领，增强港湾金

融机构服务民营经济和中小微企业、支持乡村振兴和帮扶山区

26县的能力，有效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

力争到 2025 年，推动全省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超过 20%，

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比超过 15%，农户小额普惠贷款授信服务全

覆盖。

——打造“数智港湾”。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大力推进“大

脑+平台”的数智金融平台建设，推进数智赋能港湾金融业态、模

式和能力重塑，加快金融机构数智化转型，深入推进“移动支付

之省”建设，在钱塘江金融港湾率先形成数智化区域金融运行体

系。力争到 2025年，引进和培育金融科技龙头企业 10家，重点

打造 10 个金融机构数智化转型应用场景，移动支付人口普及率

达到 80%以上。

——打造“财富港湾”。以共同富裕为引领，促进港湾资产管

理中心生态系统更加成熟，更好满足国内外投资者资产配置和风

险管理需求，高度集聚资产管理领域机构、产品、市场、资金、

科技、人才等要素，资产管理规模显著提升，打造全国前列的财

富管理中心，力争到 2025 年，集聚规模化私募基金及各类财富

管理、资产管理机构超过 1万家，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4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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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绿色港湾”。以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引领，深化国

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大力推进港湾金融支持绿色

低碳发展，为全省率先走出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之

路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撑。力争 2021-2025年港湾绿色贷款占比

每年提升 1个百分点。

三、重点任务

（一）一核引领，聚焦提升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能级

1.增强核心区引领辐射。立足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钱塘江金

融港湾重大平台建设，进一步强化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建设，

夯实港湾核心区承接国家战略和我省金融发展中心任务的主体

责任，大幅度提升港湾核心区金融业集聚的整体能级，推动港湾

核心区成为引领金融创新发展、辐射全省金融服务、推动实现共

同富裕的核心引擎和强劲动力源。对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促进

金融开放和跨境金融快速增长，充分发挥金融、资本、科技、人

才等要素集聚优势，辐射港湾全域、全省、全国乃至全球，构建

以人为本、普惠化、数智化的金融创新和集散中心。（责任单位：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

监局、杭州市政府）

2.推动核心区拥江扩面。深入推进以杭州钱江新城和钱江世

纪城为中心的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建设，支持杭州市重点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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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金融城和钱塘江金融城。沿钱塘江两岸，进一步扩展钱塘江

金融港湾核心区范围：钱塘江北岸从钱江新城向东延伸至钱江新

城二期，向西延伸至望江新城、玉皇山南基金小镇；钱塘江南岸

从钱江世纪城向西延伸至杭州市滨江区。支持核心区北翼以杭州

金融城为中心，加强金融机构产业链和私募基金生态圈建设，打

造长三角南翼最具影响力的中央金融商务区（CFD）；支持核心

区南翼以钱塘江金融城为中心，加快上市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引

进、培育，打造长三角南翼独具特色的产业资本集聚区（CVC）。

（责任单位：杭州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

省自然资源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3.实现金融要素集聚“双倍增”。进一步提高港湾核心区总部

金融机构、财富管理机构、头部私募基金、上市公司、资产交易

中心、金融科技公司和专业中介服务机构的集聚度。根据核心区

两翼错位功能布局，重点支持总部金融机构、财富管理机构、头

部私募基金等落户杭州金融城及其扩展区；重点支持上市公司及

其投融资总部、金融科技公司等落户钱塘江金融城及其扩展区。

持续推进港湾核心区重大项目建设，大力引进高层次金融人才，

推进金融要素高度集聚，实现七类机构数量和资产规模“双倍

增”。（责任单位：杭州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人行杭州

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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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金融科技创新策源地。全面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

区和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深度融合发展，共同建设国际化金融科

技研发和应用创新高地。推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面向世

界、引领未来、服务全国、带动全省”的创新策源地，支持之江

实验室成为国家实验室体系核心支撑，打造一批创新型金融研究

机构，支持浙江大学、之江实验室、阿里达摩院、西湖大学等高

校院所深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信息安全等技

术在金融领域的研发及应用，强化金融科技人才集聚，支持研发

一批金融科技底层关键技术，在金融科技、移动支付等领域力争

全国领先，推进金融标准创新建设。（责任单位：杭州市政府、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经信厅、省科技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5.大力发展数智金融。推进数智金融平台建设，构建数智化

区域金融运行体系，全面推动金融数据、产业数据、企业数据、

公共数据集成共享，打造一批服务一流的金融平台，积极争取落

地数字人民币试点。加强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在智能移动支付、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货币、大数据征信、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等领

域的深度合作，加大数字赋能金融创新，大力推进金融机构数智

化转型，打造一批国际知名的金融科技领军企业，推进世界银行

全球数字金融中心建设，全面实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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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创新试错容错的金融生态。深入推进区域性股权市场浙江创

新试点，率先实现与全国性证券交易场所的互联互通，打造具有

浙江特色的“数智股交”。力争到 2025年，引进和培育 10家金融

科技龙头企业。（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经信厅、省

科技厅、省大数据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

证监局、杭州市政府）

（二）两极联动，唱好杭州、宁波金融“双城记”

1.共同建设金融高质量发展标杆。推进杭甬双城金融高质量

发展，支持杭州建设国际金融科技中心，支持宁波争创国家保险

服务“双循环”示范基地，做优做强现代化金融机构体系，共同吸

引全国性金融机构资源集聚，支持全国性金融机构在杭州、宁波

设立分支机构。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省工作，支持浙商银行、

杭州银行、宁波银行等法人金融机构做强做优，支持财通证券、

浙商证券提升综合经营能力，进一步深化保险机构改革提升可持

续发展能力，支持永安期货等期货公司创新发展，增强全国领先

优势。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集团）设立金融控股公司。共同创

新实体经济融资渠道，探索普惠金融市场化道路，将杭州市打造

为钱塘江金融港湾主增长极，将宁波市打造为港湾东部增长极。

（责任单位：杭州、宁波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

革委、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宁波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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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监局、宁波证监局）

2.共同建设金融高标准协同样板。建立共商共建共享机制，

促进两地金融机构协同互通，实施金融公共服务共享行动，推动

两地金融服务无缝对接。深化投贷联动机制，强化杭州、宁波政

府产业基金联动，加强两地 VC、PE机构交流和信息共享，互设

分支机构或区域性总部。深入推进两地金融科技应用试点，率先

推出引领数字变革的规则标准，推动杭州金融科技为宁波金融机

构赋能，宁波保险参与社会治理为杭州运用推广提供样本经验，

积极探索巨灾保险制度试点。支持钱塘征信公司获批开业、依法

合规经营，加快建立杭甬统一的信用体系，推进政务信用信息系

统与地方征信平台间的信息交换和共享，拓展市场化信用评级应

用，推动长三角征信机构联盟建设。（责任单位：杭州、宁波市

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人行杭州

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宁波银保监局、宁波证

监局）

3.共同健全区域性资本市场体系。支持杭甬双城创建国家资

源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支持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和宁

波股权交易中心开展证监会区域性股权市场创新试点，率先建立

契合中小微企业特点的资本市场普惠服务体系和综合金融服务

机制，有效整合政策资源、中介机构服务资源，构建基于区块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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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权登记交易系统、科创企业（生态）培育系统、创投股权和

基金份额的转让系统，建设股权登记交易系统和企业成长数据

库，探索整合优化区域交易市场，积极推进权益类基金产品服务

创新，打通企业进入新三板市场、北交所和沪深交易所的绿色通

道。（责任单位：杭州、宁波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

展改革委、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宁波银保监局、

宁波证监局）

4.共同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

改革，支持浙江自贸区杭州、宁波片区金融领域协同创新，大力

发展新型离岸国际贸易，争取在宁波市北仑区开展国家级跨境贸

易投资高水平开放试点，落地跨境贸易及投融资便利化措施。探

索开展本外币合一账户试点，进一步支持跨境支付、人民币跨境

结算发展。争取符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依法发起设立证券公

司、基金管理公司。支持非银行支付机构和清算机构规范发展。

支持开展证券公司跨境业务、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

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等试点。（责任单位：杭州、宁

波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人行

杭州中心支行、省外汇管理局、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宁

波银保监局、宁波证监局）

（三）四翼融合，打造港湾金融特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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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展 G60走廊科创金融特色带。依托 G60科创走廊建设，

发展杭州、嘉兴科创金融特色带，支持杭州、嘉兴申创国家级科

创金融改革试验区，推动金融、科技、产业等深度融合，加快构

建科技银行、科技保险、科技担保、风险投资等覆盖科技型企业

全生命周期的科创金融服务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纳入

全国投贷联动试点，深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线上办理试点，探

索知识产权证券化，提升前沿科技集聚度、科技金融服务能力和

创业创新氛围。积极推进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在浙江设立子

基金，进一步引导长三角及全国 VC、PE机构和资本集聚我省，

培育本土头部创投机构，加大对科创企业的股权投资，进一步推

动科技金融有效助力科技创新发展。（责任单位：杭州、嘉兴市

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人行杭州中心

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2.发展 G92杭绍甬产业金融特色带。依托全球先进制造业基

地建设，发展杭州、宁波、绍兴产业金融特色带，大力支持企业

科技创新、有序开展并购重组和境外并购，推进产业国际化与金

融国际化的有效联动，深入实施“万亩千亿”产业专项金融服务，

深化产业链金融服务支持保障，加大产业链“卡脖子”技术重点项

目金融创新。加大金融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和高性

能医疗器械、新材料、高端装备、节能环保与新能源、汽车、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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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石油化工、现代纺织、智能家居等产业支持力度，推动制造业

中长期流动资金贷款、技改贷款和信用贷款增量扩面，支持企业

扩大债券融资，扩大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和重点新材料

首批次保险补偿机制等业务覆盖面。发展供应链金融，提升金融

支持制造业“强链补链固链”供给能力。联通“金融大脑”+“产业大

脑”，通过资金全过程参与、政策全周期支持和服务全链条保障，

支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杭州、宁波、绍兴市政府，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经信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

局、浙江证监局，宁波银保监局、宁波证监局）

3.发展湖衢绿色低碳金融特色带。依托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建设，发展湖州衢州绿色低碳金融特色带，支持湖州

衢州创建首批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示范区。做大绿色金融总量、

做优绿色金融结构、做强绿色金融产业。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机构、

绿色金融生态企业和中介机构；有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积极

争取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

务，推动碳排放配额质押贷款和排污权、用能权、碳汇等抵质押

贷款扩面增量，丰富绿色保险产品、积极应用绿色债券、碳中和

债、绿色期货等融资工具。支持衢州市率先开展碳账户金融体系

建设，引导金融机构创新基于碳账户信息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

大对低碳、减碳、脱碳等领域的金融支持，强化碳足迹管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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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绿色金融地方规范和标准建设，共建绿色金融产业生态圈，推

动金融资源流向绿色工业、绿色农业、绿色交通、绿色建筑、低

碳生活、清洁能源等领域。（责任单位：湖州、衢州市政府，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

监局、浙江证监局）

4.发展甬舟海洋金融特色带。依托国家自贸区建设，发展宁

波、舟山海洋金融特色带，支持宁波、舟山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甬舟一体化合作先行区建设，加大银行信贷、债券融资、股

权融资、海洋保险支持力度，拓宽多元化融资渠道，建立与海洋

经济高度适配、功能完备、服务高效的现代海洋金融服务体系，

支持宁波舟山港打造世界一流强港，推进长三角期现一体化油气

交易市场、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建设，提升大宗商品金融服务

能力，聚焦国际航运服务、海洋渔业、油气资源配置、国际供应

链创新等功能定位，打造海洋航运、海洋渔业、油气交易金融服

务高地。（责任单位：宁波、舟山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商务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宁

波银保监局、宁波证监局）

（四）六城协同，强化重点城市错位发展

1.打造杭州国际金融科技和财富管理中心。坚持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深入推进杭州国际金融科技中心建设，高水平推进蚂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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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总部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聚焦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

云计算等前沿方向，推动金融和科技深度融合，建设金融科技创

新策源地、健全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圈、推进金融业数字化智能化

转型、做优七大金融科技产业群1。立足浙江民营经济发达和民

间资本丰厚的独特优势，做强做优大型财富管理机构，支持符合

条件的商业银行在浙江发起设立理财子公司，稳健发展投资基

金、银行理财、信托等多元化金融产品，充分运用保险资金可以

试点投资基础设施基金，大力发展公募 REITs等财富管理产品，

畅通债券、期货、大宗商品投资渠道，探索居民跨境理财通道，

更好满足投资者资产配置和多样化投资理财需求。鼓励上市公司

提高现金分红比例和企业实施灵活多样的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

计划，切实增加居民金融性收入。力争到 2025 年，进一步巩固

提升杭州全国财富管理中心地位，形成千亿级金融科技产业集

群。（责任单位：杭州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

委、省财政厅、省科技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省外汇管理局、

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2.打造宁波航运金融创新中心。支持宁波市“提升航运金融

服务能力，高标准建设国际航运服务中心”，推进航运服务业、

海洋渔业集聚发展，重点建设东部新城国际金融服务中心、宁波

1七大金融科技产业群：1.智能移动支付 2.数字普惠金融 3.金融 IT 产业 4.智能投研 5.大数据风控 6.云计算技术

金融应用 7.区块链技术金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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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保险创新产业园，支持在浙江自贸试验区宁波片区复制推广

能源贸易、保税燃料油加注、双多边投资贸易便利化、海铁联运、

沿海捎带、新型服务贸易等监管模式。加快航运金融创新服务集

聚，招引在航运金融领域有影响力的世界性金融机构在宁波开设

中国区总部和分部，引进培育涉海、航运业务的专业保险机构和

保险中介机构。引导金融机构创新航运金融服务模式，大力发展

船舶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航运金融”融资模式，探索发展航

运金融衍生品市场，加快航运金融保险业发展，支持东海航运保

险公司做大做强，提升港航金融服务能力，将海上丝路指数打造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航运指数。力争到 2025 年，宁波舟山国

际航运中心综合发展水平跻身全球前 8名，2021-2025年跨境人

民币结算超过 1万亿元、新型离岸国际贸易额超过 1500亿美元。

（责任单位：宁波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商务厅、人行

杭州中心支行、省外汇管理局、宁波银保监局、宁波证监局）

3.打造湖州绿色低碳金融创新中心。根据全省绿色金融总体

布局，支持湖州市打造具有全国辨识度的绿色低碳金融创新中

心，推进湖州市出台并落实绿色金融促进条例。完善绿色金融产

品服务、标准规范和激励约束机制，支持湖州市构建以碳减排为

核心的绿色金融体系，率先开展金融支持零碳园区、零碳建筑等

建设，开展“碳中和”银行试点。以数字化改革加速绿色金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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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 ESG融资主体评价模型及数字化系统，助推绿色低碳发展。

全面推进南太湖绿色金融中心建设，集聚高端绿色金融服务业，

打造高端金融商务区和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中心。力争到 2025年，

南太湖绿色金融中心实现入驻持牌金融机构达到 20家、入驻各

类金融企业超过 50家、管理金融资产规模超过 1万亿元，湖州

市绿色贷款占全部贷款比重超过 23%，绿色保费收入年均增长

10%，基本形成绿色金融“湖州样板”。（责任单位：湖州市政

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

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4.打造嘉兴科创金融创新中心。推动嘉兴市科创金融专营机

构提档升级，创新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信用类科技

贷”产品，稳妥开展“贷款+直投”、“贷款+期权”等股债联动业务。

支持嘉兴银行转型为科创金融特色银行，支持太平科技保险开发

适应科技创新的特色保险产品。支持嘉兴开展合格境外有限合伙

人（QF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加快推进南

湖基金小镇建设，持续完善“南湖基金小镇投融圈”和私募基金监

管服务平台，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集聚健康发展。推动建设嘉

兴科创金融集聚区，大力发展科创金融中介服务组织，搭建科创

金融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探索设立嘉兴科创金融指数。创建祥

符荡科创绿谷研发总部，构建“科创+金融”创新生态圈。力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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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嘉兴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过 2000亿元，科技型企

业信用贷款占比提升至 25%以上，科技型企业上市公司占比提升

至 80%以上。（责任单位：嘉兴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

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省外汇

管理局、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5.打造绍兴上市公司和产业金融创新中心。深化上市公司引

领产业发展省级示范区建设成果，开展上市公司板块扩容工程、

质量提升工程、产业引领工程，打造具有先行示范效应的上市公

司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金融集聚区。实施三大“万亩千亿”产业专项

金融服务，推动产业链、资金链“双链融合”，深耕上下游产业链，

推动金融机构开展供应链金融，重点打造上虞新材料产业联盟、

新昌轴承产业联盟等一批样本项目，复制推广新昌轴承产业“政

采云”供应链金融模式。试点企业上市“一件事”集成办理，清单

化管理企业上市进度，全面加快企业上市步伐。加快绍兴国际金

融活力城建设，围绕金融业“机构、资产、市场、人才”等要素，

逐步形成金融产业集群。力争到 2025年，绍兴市累计实现上市

企业超过 115家，新增股份公司超过 800家，销售收入超过 3700

亿元，利润超过 300亿元，基本形成上市公司引领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绍兴样板”。（责任单位：绍兴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

管局、省经信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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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6.打造舟山自贸区油气金融创新中心。加快舟山自贸区金融

中心区建设，围绕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国际石化基地、油气储运

基地、海洋渔业等发展需求，探索构建专业化、国际化油气大宗

商品金融服务体系，积极引进专业从事油品等大宗商品交易贸易

的国内外大型企业投融资总部、特色事业部、结算中心、交易机

构等功能性专业机构，开展跨境银行、跨境证券、跨境保险等业

务，持续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机构优化和扩容增量，推进本

外币合一账户试点。深化期现联动，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合作长三

角一体化油气交易市场建设，持续推进油气大宗商品期现联动项

目合作，积极发展油气现货交易市场，探索构建多层次大宗商品

交易市场。推进油气大宗商品舟山价格机制建设，不断提升舟山

在油气市场的价格影响力和资源配置能力。力争 2021-2025年舟

山市大宗商品累计线上交易额超过 3000 亿元。（责任单位：舟

山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商务厅、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省外汇管理局、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五）多镇争辉，推进金融特色小镇差异化发展

1.标杆性引领。充分发挥杭州上城玉皇山南基金小镇标杆性

作用，输出“明确一个定位、融合两大市场、联动三方合作、畅

通四大环节、健全五大体系”的先进做法和经验，推进杭州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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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与上城玉皇山南基金小镇“金”“玉”联手，在空间、产业、服务

等三方面提质扩容，构建募、投、管、退完整的私募金融生态圈，

打造世界级基金小镇经典样板。（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发展改革委、浙江证监局、杭州市政府）

2.差异化发展。坚持金融特色小镇立足当地区位条件、资源

禀赋、产业特色，强化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百姓理财，避免同质

化竞争，实现差异化发展。聚焦金融科技特色产业和龙头企业，

将西湖蚂蚁小镇打造成为世界级金融科技产业生态园；立足

“CBD+特色小镇”定位，将运河财富小镇打造成为国际大型财富

管理机构集聚高地；深化与中基协合作，推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规范集聚发展试点，将南湖基金小镇打造成为全国最优私募股权

基金生态圈；依托港口、制造业优势，借力宁波建设国家级保险

创新综合试验区和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契机，将鄞州四明金融小

镇打造成为金融服务制造业创新发展的特色样板。（责任单位：

杭州、宁波、嘉兴市政府，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

浙江证监局）

3.数智化治理。按照高质量加快推进特色小镇 2.0建设要求，

推进金融特色小镇迭代升级，拓展小镇发展空间，提升空间承载

能力，优化全省金融特色小镇管理评估机制，完善金融特色小镇

考核、验收标准。以“整体智治”理念推进金融特色小镇数智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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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运用人工智能、5G、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探索搭建小

镇数字化管理服务系统，促进金融小镇数智化治理、规范化发展。

力争到 2025年，新增 3家命名类金融特色小镇，金融特色小镇

在中基协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超 1万亿元。（责任单位：省

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杭州、宁波、嘉兴市政府）

四、保障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省推进钱塘

江金融港湾建设联席会议的组织领导作用，统筹协调跨部门、跨

地区的重大事项、重大项目，按照“四个体系”工作要求，形成省

市县三级联动、上下贯通、高效协同的工作机制，加强日常指导

督促和考核评价，建立动态评估机制，大力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

建设发展。（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委组织部、省发

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

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统计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

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

市政府）

2.落实主体责任。各市政府为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发展责任

主体，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发展工作部

署，建立工作专班机制，以项目化建设为抓手，制定工作实施方

案，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强化财政、土地、科技、资源等各项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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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保障力度，有序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重点项目、重点机构建设，

完成发展实施计划各项任务目标。（责任单位：杭州、宁波、湖

州、嘉兴、绍兴、舟山市政府）

3.营造良好生态。深化金融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强化金

融领域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建立公正、公平、公开的钱

塘江金融港湾有序健康发展机制，优化金融信用环境，以信用

“531X”工程为抓手，加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深化企业破产重

整、企业信用修复等机制建设，探索实行个人破产制度。发挥行

业协会作用，推动国内国际交流合作，继续举办钱塘江论坛、全

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和全球并购白沙泉峰会等峰会论坛，不断提

高国内国际知名度，营造港湾优良金融生态环境。（责任单位：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科技厅、省公

安厅、省财政厅、省商务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

省大数据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市政府）

4.深化人才引育。深入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人才引育行动，

引进一批我省亟需的高层次、紧缺型金融人才，统筹做好省级重

点人才计划遴选工作。发挥高校金融人才培养主渠道作用，强化

金融学科建设，建立开放式人才培养体系，形成校企协同培养高

素质金融人才机制。完善金融人才培养、评价、使用、流动、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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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等政策和机制，实现人才政策应享尽享，确保金融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用得好”。组建金融各分领域专业化金融智库，落

实金融顾问制度，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能力。（责任单位：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委组织部、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保

监局、浙江证监局，杭州、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市政

府）

5.防控金融风险。健全金融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将防范金融

安全风险纳入对市县平安考核的专项工作指标。有效防范化解金

融机构和企业债务风险，有效防范私募投资基金等重点领域涉众

型金融风险，做好网络借贷后续风险处置，加强投资者教育，严

厉打击逃废债行为和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

强化数字赋能，持续推进浙江省金融风险“天罗地网”监测防控系

统建设，提升金融风险处置效率，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责任单位：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委政法委、

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大数据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

江银保监局、浙江证监局、省通信管理局，杭州、宁波、湖州、

嘉兴、绍兴、舟山市政府）

附件：1.钱塘江金融港湾（2021-2025）功能布局图

2.钱塘江金融港湾核心区拥江扩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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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钱塘江金融港湾辐射带动区示意图

4.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年）

目标量化清单

5.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年）

重大改革、重大平台、重点项目清单

6.有关单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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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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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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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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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年）目标量化清单

序号 关键量化指标 责任单位

1

力争到 2025年末，推动全省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超过 9%，钱塘江金融港湾区域范围（杭州、

宁波、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市）的金融业增加值占全省的比重超过 75%；集聚规模化私募基金及各

类财富管理机构 1万家以上，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4万亿元；2021-2025年港湾自贸区跨境人民币结算累

计超过 4万亿元；全省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占比超过 20%，小微企业信用贷款占比超过 15%，农户小

额普惠贷款授信服务全覆盖，力争 2021-2025年港湾绿色贷款占比每年提升 1个百分点；上市公司累计

数量超过 800家，打造 10大标志性供应链金融创新项目和 10个金融机构数智化转型应用场景；引进和

培育 10家金融科技龙头企业。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

展改革委、人行杭州中心

支行、浙江银保监局、浙

江证监局，杭州、宁波、

湖州、嘉兴、绍兴、舟山

市政府，宁波银保监局、

宁波证监局

2 力争到 2025年末，进一步巩固提升杭州全国财富管理中心地位，形成千亿级金融科技产业集群，杭州

市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 7.5%以上，存贷款余额年均增长 10%以上。
杭州市政府

3
力争到 2025年末，宁波舟山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发展水平跻身全球前 8名，宁波市港航经济相关产业贷

款增速超过全市贷款平均增速，全市累计跨境人民币结算超过 1万亿元、新型离岸国际贸易额达到 1500
亿美元。

宁波市政府

4
力争到 2025年末，湖州市基本形成具有全国辨识度的绿色低碳金融创新中心，全市绿色贷款占全部贷

款比重超过 23%，绿色保费收入年均增长 10%。南太湖绿色金融中心实现入驻持牌金融机构达到 20家、

入驻各类金融企业超过 50家、管理金融资产规模超过 1万亿元。

湖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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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力争到 2025年末，嘉兴市科创金融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全市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超过 2000亿元，科技

型企业信用贷款占比提升至 25%以上，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科创企业在保余额占比达到 25%以上。五

年内新增备案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金额 500亿元以上，全市科技型企业上市公司占比提升至 80%以上。

嘉兴市政府

6 力争到 2025年末，绍兴市基本形成上市公司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绍兴样板”，累计实现上市企

业数量超过 115家，新增股份公司超过 800家，上市公司销售收入超过 3700亿元，利润超过 300亿元。
绍兴市政府

7 力争到 2025年末，舟山市基本建成自贸区油气金融创新中心，2021-2025年全市累计跨境人民币结算量

达到 1500亿元，大宗商品累计线上交易额超过 3000亿元。
舟山市政府

8 力争到 2025年末，金融特色小镇数实现智化治理、规范化发展，新增 3家命名类金融特色小镇，港湾

区域金融特色小镇在中基协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规模超过 1万亿元以上。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发

展改革委，杭州、宁波、

嘉兴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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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年）

重大改革、平台、项目清单
序号 名称 情况 责任单位

一、重大改革

1 深化农村信用社改

革试点省

根据改革方案，成立省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全省深化农村信用

社改革工作的统筹领导，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责任主体和时间进度安排，深化省农

信联社改革、强化服务优化管理，深化法人农信机构改革、健全完善治理机制，完善风

险防控机制、提升风险防范处置能力，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注重改革的系统

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与中央有关部委的沟通协调，督促省级有关部门落实工作职

责，研究处理与改革有关的重要问题，推动将省农信联社改制为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

成为一家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浙江银保监局、浙江

省农信联社

2 国家级科创金融改

革试验区

支持杭州、嘉兴市申创国家级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先行探索各具

特色的科创金融发展新模式、新路径，构建广渠道、多层次、全覆盖、可持续的科创金

融服务体系，突出金融供给侧精准发力支持原始创新、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推动长三

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形成“杭州、嘉兴”经验，推动科创金融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杭州、嘉兴市政府，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科技厅、人行杭州

中心支行、浙江银保

监局、浙江证监局

3
宁波市普惠金融改

革试验区

建设与“数字宁波”建设相适应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形成支持制造强市、服务民营经

济及小微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多元化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不断创新体制机制，

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显著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社会薄弱领域水平，实现融资服务、数

字支付、风险防控、金融知识教育全覆盖，把宁波市建成全国数字普惠金融改革先行区、

服务优质区、运行安全区。

宁波市政府、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人行杭

州中心支行、宁波银

保监局、宁波证监局

4 宁波国家保险创新 宁波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目前唯一的国家级保险创新试 宁波市政府、省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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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试验区 验区。试验区以保险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践行“全域保险”理念，打造保险“全
产业链”。优化提升促进保险业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组建一批国内领先的保

险共性技术服务平台；创新保险工具运用场景，提升保险服务水平；积极开展全国性、

国际性保险交流活动，集聚保险创新人才，提升保险业开放水平。对接长三角一体化、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国家和省市重大发展战略，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服务民生保

障和社会治理，全面提升保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度和覆盖面，为我国由保险大国向

保险强国转变提供创新支持。

金融监管局、人行杭

州中心支行、宁波银

保监局、宁波证监局

5 湖州、衢州市绿色金

融改革创新试验区

深化金融体制机制改革，构建支持绿色产业创新升级的金融服务体系，探索切合地区实

际的绿色金融发展模式。构建绿色金融组织体系，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

拓宽绿色产业融资渠道，稳妥有序探索推进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建设，发展绿色保险，建

立绿色信用体系，加强绿色金融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构建绿色产业改造升级的金融服务

机制，建立绿色金融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的体制机制，构建绿色金融风险防

范化解机制。实现绿色融资规模较快增长，“两高一剩”行业融资规模逐年下降，绿色贷款

不良贷款率不高于小微企业贷款平均不良贷款率水平；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探索形成服

务实体有力、路径特色鲜明的绿色金融发展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湖州、衢州市政府，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浙江银保监局、浙江

证监局

6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

构体系改革

加快推进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体系改革，积极推动省市县三级政府性担保机构紧密股权

和业务联系；充分发挥省担保集团龙头作用，加强实施省市县担保机构的协同管理，实

现政府性融资担保业务实现县域全覆盖；建设“数智浙担”综合信息平台，加快推进系统开

发、数据共享和应用推广；加强政策保障，督促指导各市落实各项配套支持制度，加快

理顺市级担保机构管理关系，健全风险管理体系，对银行的银担合作业务进行考核（监

督）评价，根据业绩、风险等经营情况实施资本金补充、保费补贴、风险补偿等，形成

融资担保“浙江经验”。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财政厅、省大数据

局、人行杭州中心支

行、浙江银保监局

二、重大平台

1 建设数智金融平台

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围绕提升金融供给能力和治理水平，搭建数智金融平台，形成

“1+4+2+N”总体框架，探索构建“金融大脑”，推动金融、企业、居民、公共等数据集成共

享，打造融资畅通工程、凤凰行动计划“两个通道”，夯实金融风险预警监测天罗地网、化

解处置保障机制“两个堤坝”，为数智化区域金融运行体系提供关键系统性支撑，推进金融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省发展改革委、省财

政厅、省大数据局、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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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动态分析、金融需求精准感知、金融资源高效配置、金融政策精准直达、金融产业

高质量发展、金融风险有效防范。持续建设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和省企业信用信息服务

平台，开发金融服务企业“凤凰丹穴”系统，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能力；开发金融服

务百姓“理财有方”，提升金融服务百姓品质生活能力；开发“数智股交”、“数智担保”等应

用，提升金融产业发展一流质量能力；持续推进金融风险“天罗地网”监测防控系统提升金

融风险防范化解处置能力，打造数智化平台中枢。

浙江银保监局、浙江

证监局

2 持续建设省金融综

合服务平台

进一步推进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主要面向服务端，以数据要素流动为核心，健全

优化金融机构与企业信息对接机制，支持银行贷款、保险理赔在线申请、政府公共数据

共享、跨部门业务流程支持等功能，有效缓解融资难题、提升业务效率。以高效协同为

原则，与省级数字化应用深度融合，深化信息共享集成、流程集成和人员集成，加快推

进银行业保险业服务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持续推进智慧诉讼系统平台建设，针

对各类涉网贷款业务，浙江银保监局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凤凰智审”平台形成“总对总”
对接；根据法院的业务要素标准，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开发升级“智慧诉讼”系统，

致力于解决涉网贷款诉讼举证难问题，提高涉网贷款案件审判效率。

浙江银保监局、

省发展改革委

3
持续建设浙江省企

业信用信息服务平

台

进一步推进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建设，进一步打造平台网端功能，发挥平台央

行资金管理、银企融资对接、信用信息共享等模块功能。推动再贷款再贴现、普惠小微

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和信用贷款支持计划等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直达支持实体经济。与

相关政府部门业务系统协同，提供“订单+清单”“贷款码”等企业融资对接功能，引导金融

机构精准对接我省外贸企业、制造业、民营和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

域企业，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向金融机构提供信用信息服务，切实缓解银企信

息不对称。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4 杭州国际金融科技

中心

充分发挥杭州数字经济领先优势，聚力开发金融科技核心技术，构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倾

力发展金融科技重点产业，深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信息安全等技术在金

融领域的研发及应用，支持研发一批金融科技底层关键技术，推进金融标准创新建设，大力

推进金融机构数智化转型，推进世界银行全球数字金融中心建设，全力打造金融科技创新生

态，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集聚人才，增强科研实力，加速提升城市能级，打造一

批国际知名的金融科技领军企业，努力将杭州建设成为国际金融科技中心。

杭州市政府、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人行杭

州中心支行、浙江银

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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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继续举办钱塘江论坛、全球私募基金西湖峰会和全球并购白沙泉峰会等峰会论坛，邀请

国内外知名人士参会，不断提高国内国际知名度，营造良好氛围，不断促进我省金融业

发展。

杭州市政府、省地方

金融监管局、人行杭

州中心支行、浙江银

保监局、浙江证监局

三、重大项目

1 杭州金融城

杭州金融城规划区域为三官塘路、之江路、清江路、秋涛路、凤起东路、塘工局路和艮

山东路为界的围合区域及其扩展区，建设长三角南翼金融总部高地、财富管理高地，打

造全国领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金融先行区、产融结合示范区，重点推进杭州市江

河汇综合体、杭州银行总部、永安国富大厦、太平浙江总部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形成

长三角南翼最具影响力的中央金融商务区（CFD）。

杭州市政府

2 钱塘江金融城

钱塘江金融城东北至杭甬高速、西北至钱塘江滨、西南至七甲闸利民河、东南至奔竞大

道，及其滨江扩展区。重点推进浙商银行总部、泰隆银行杭州总部、浙商产融总部、浙

商金控金融中心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重点发展资产管理等非银机构总部，上市公司及

其投融资总部，科技和产业金融综合服务机构，场外商品及衍生品交易中心等，进一步

优化企业上市服务体系和金融科技产业发展生态，打造长三角南翼最具特色的产业资本

集聚区（CVC）。

杭州市政府

3 宁波东部新城金融

商务区

加快建设东部新城金融商务区，聚焦金融创新发展，突出做好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功能

性总部、区域性总部等金融业态的引进培育，打造城市金融发展中心，将该区域建设成

为宁波市总部金融机构集聚地、金融资源配置中枢、金融服务创新发源地，力争到 2025
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数量达到 36家，打造成为港湾东部增长极。

宁波市政府

4 南太湖绿色金融中

心

南太湖绿色金融中心位于湖州南太湖未来城核心区块，总面积约 5平方公里，主要建设

南太湖金融街、绿色金融产业园和绿色金融大厦三大平台（简称：“一街一园一大厦”），

集聚发展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地方金融组织、新兴金融机

构、绿色金融中介和绿色金融生态企业，建设成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中心和成果转化推

广中心，打造全国首个具有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辨识度的区域性绿色金融中心。

湖州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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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嘉兴科创金融创新

中心

推动建设科创金融集聚区，搭建科创金融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推动合格境外有限合伙

人（QFLP）试点扩大至全市，完善“南湖基金小镇投融圈”和私募基金监管服务平台、促

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集聚健康发展。规划建设祥符荡科创绿谷研发总部，构建“科创+金
融”创新生态圈。支持嘉兴银行转型为科创金融特色银行，支持太平科技保险开发适应科

技创新的特色保险产品，探索设立嘉兴科创金融指数。

嘉兴市政府

6 绍兴国际金融活力

城

围绕金融业“机构、资产、市场、人才”四个金融要素，形成整体优势，完成新型金融布局，

形成金融产业集群，打造先行示范效应金融产业集聚区。加快绍兴国际金融活力城物理

空间建设，打造具有先行示范效应的金融产业集聚区。

绍兴市政府

7 浙江国际油气交易

中心

持续推进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建设，支持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与上海期货交易所深

化期现合作，成立专项工作小组派驻浙江国际油气交易中心开展工作，深化上期所“浙油

报价专区”建设，推动形成舟山保税燃料油报价机制，开展“产能预售”交易模式创新，推

动保税商品登记系统建设，共建长三角期现一体化油气交易市场。

舟山市政府、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8 区域性股权市场浙

江创新试点

深化浙江股权交易中心科创助力板建设，争取设立建立北交所浙江基地，直接推动优质

企业挂牌展示、转让托管、上市辅导等一条龙培育发展，探索建设创投股权与私募基金

份额报价平台，促进股权投资业规范发展。未来形成功能完备、灵活高效、富有张力、

安全规范，与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新型区域性股权市场，率先建立契合中

小微企业特点的资本市场普惠服务体系和综合金融服务机制，率先实现与全国性证券交

易场所的互联互通，加快培育一批创新型中小微企业，助力三大科创高地建设，打造资

本市场和综合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的“浙江模式”。力争到 2025年，培育 1万家

创新型小微企业，助力 5000家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和规上企业高质量发展。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浙江证监局、杭州市

政府

9 全面实施金融科技

创新监管工具

在央行指导下，全面总结杭州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形成一批高质量、可复制、可推

广的创新成果，推广至全省范围，全面实施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着力提升金融监管

的穿透性、专业性，健全创新试错容错机制，形成金融科技创新与有效管控风险的双赢

局面，实现对金融科技创新行为全生命周期的包容审慎监管。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浙江银保监局

10 争取实施数字人民

币试点

在央行指导下，支持符合条件的地区申报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在试点获批后，建立数

字人民币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资金、制度、技术保障和风险管控等保障工作，

依托杭州亚运等系列场景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构建多方参与的数字人民币流通生态体

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

试点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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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促进数字人民币系统安全性、稳定性、易用性持续提升。发挥浙江省数字经济产业

优势，推动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与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深度融合，鼓励和引导浙江省相关

企业参与数字人民币生态建设和延伸产业的研究开发，探索新兴技术产业对数字人民币

应用的支撑，为数字人民币试点提供“浙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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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有关单位名单

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委、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厅、省

科技厅、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自然资源厅、省商务厅、省

文化和旅游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统计局、

省大数据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省外汇管理局）、浙江银保

监局、浙江证监局、省通信管理局、宁波银保监局、宁波证监

局

抄送：衢州市人民政府

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12月 31日印发


		<Signature><sigCertType>1</sigCertType><certB64>MIIDJzCCAsygAwIBAgIHIAMQAAGHVzAKBggqgRzPVQGDdTBSMQswCQYDVQQGEwJDTjEbMBkGA1UECgwSMTIxMDAwMDAwMDAwMTgwMzJBMQ8wDQYDVQQtDAZCMDAxMDIxFTATBgNVBAMMDENFR05fU0VBTF9DQTAeFw0xOTA5MDUxNjAwMDBaFw0yMjA5MDYxNTU5NTlaMIGXMQswCQYDVQQGEwJDTjFvMG0GA1UECgxmMTIzMzAwMDA3Mjg5Mjc3NDlG5rWZ5rGf55yB5Zyw5pa56YeR6J6N55uR552j566h55CG5bGA77yI5rWZ5rGf55yB5Lq65rCR5pS/5bqc6YeR6J6N5bel5L2c5Yqe5YWs5a6k77yJMRcwFQYDVQQDDA4zMzAwMDAwMDAwMDI1NjBZMBMGByqGSM49AgEGCCqBHM9VAYItA0IABP694poHYrSsQohCoDjvo/gjICJzOwHv0+E8wnzuIsIB9hSCmR8xKODIRz+QkPrZQlpD2crZyeeUAyhfACeUaECjggFFMIIBQTAMBgNVHRMBAf8EAjAAMB8GA1UdIwQYMBaAFKvhsedt6qbUODYbVY8ZGpVmPXaWMB0GA1UdDgQWBBTHjxwe5aIWAhQf8nMIV4qIf2xFmjBUBgNVHSAETTBLMEkGCCsGAQUFBwIBMD0wOwYIKwYBBQUHAgEWL2h0dHA6Ly93d3cuc3RhdGVjYS5nb3YuY24vQ29sdW1uL0NvbHVtbl8yNDguaHRtMA4GA1UdDwEB/wQEAwIGwDAdBgNVHSUEFjAUBggrBgEFBQcDAgYIKwYBBQUHAwQwLgYDVR0fBCcwJTAjoCGgH4YdTGRhcDovLzU5LjI1NS4xMjguMzozODkwL2M9Y24wPAYIKwYBBQUHAQEEMDAuMCwGCCsGAQUFBzAChiBMZGFwOi8vMTkyLjE2OC4yMDIuMTgzOjM4OTAvYz1jbjAKBggqgRzPVQGDdQNJADBGAiEAzec8BsValShIQVRNrU7yyN4oSoCFMJsF8YdT9bIFDjcCIQCmB6zidxeBBwWrJvvTdLiAupVMi8Y7x2ONjNEY0y5TjQ==</certB64><sigAlgOid></sigAlgOid><sid>0</sid><isRealSign>1</isRealSign><signList><signType>1</signType><posPage>1</posPage><posX>388</posX><posY>200</posY><sealOpacity>230</sealOpacity><sealData>MIIyuzCCLlgwERYCRVMCAQQWCFRpbWVWYWxlFg4zMzAwMDAwMDAwMDI1NjCCA84CAQEMVOa1meaxn+ecgeWcsOaWuemHkeiejeebkeedo+euoeeQhuWxgO+8iOa1meaxn+ecgeS6uuawkeaUv+W6nOmHkeiejeW3peS9nOWKnuWFrOWupO+8iQIBATCCAy8EggMrMIIDJzCCAsygAwIBAgIHIAMQAAGHVzAKBggqgRzPVQGDdTBSMQswCQYDVQQGEwJDTjEbMBkGA1UECgwSMTIxMDAwMDAwMDAwMTgwMzJBMQ8wDQYDVQQtDAZCMDAxMDIxFTATBgNVBAMMDENFR05fU0VBTF9DQTAeFw0xOTA5MDUxNjAwMDBaFw0yMjA5MDYxNTU5NTlaMIGXMQswCQYDVQQGEwJDTjFvMG0GA1UECgxmMTIzMzAwMDA3Mjg5Mjc3NDlG5rWZ5rGf55yB5Zyw5pa56YeR6J6N55uR552j566h55CG5bGA77yI5rWZ5rGf55yB5Lq65rCR5pS/5bqc6YeR6J6N5bel5L2c5Yqe5YWs5a6k77yJMRcwFQYDVQQDDA4zMzAwMDAwMDAwMDI1NjBZMBMGByqGSM49AgEGCCqBHM9VAYItA0IABP694poHYrSsQohCoDjvo/gjICJzOwHv0+E8wnzuIsIB9hSCmR8xKODIRz+QkPrZQlpD2crZyeeUAyhfACeUaECjggFFMIIBQTAMBgNVHRMBAf8EAjAAMB8GA1UdIwQYMBaAFKvhsedt6qbUODYbVY8ZGpVmPXaWMB0GA1UdDgQWBBTHjxwe5aIWAhQf8nMIV4qIf2xFmjBUBgNVHSAETTBLMEkGCCsGAQUFBwIBMD0wOwYIKwYBBQUHAgEWL2h0dHA6Ly93d3cuc3RhdGVjYS5nb3YuY24vQ29sdW1uL0NvbHVtbl8yNDguaHRtMA4GA1UdDwEB/wQEAwIGwDAdBgNVHSUEFjAUBggrBgEFBQcDAgYIKwYBBQUHAwQwLgYDVR0fBCcwJTAjoCGgH4YdTGRhcDovLzU5LjI1NS4xMjguMzozODkwL2M9Y24wPAYIKwYBBQUHAQEEMDAuMCwGCCsGAQUFBzAChiBMZGFwOi8vMTkyLjE2OC4yMDIuMTgzOjM4OTAvYz1jbjAKBggqgRzPVQGDdQNJADBGAiEAzec8BsValShIQVRNrU7yyN4oSoCFMJsF8YdT9bIFDjcCIQCmB6zidxeBBwWrJvvTdLiAupVMi8Y7x2ONjNEY0y5TjRgTMjAxOTA5MDYyMDUxMjcrMDgwMBgTMjAxOTA5MDYwMDAwMDArMDgwMBgTMjAyMjA5MDYyMzU5NTkrMDgwMDCCKl8WA1BORwSCKlCJUE5HDQoaCgAAAA1JSERSAAACKgAAAioIBgAAAAowYbMAACoXSURBVHja7d3bstvKrUBR//9P55yXVO0ktpdENq49ZoUPO+UlUWg0ehK8/foFAAAAAAAAAMD1/Ov///fvTTQAAOMXs46bETozriICACAepIaoAABASsjNt/lhtgAACAhxAQCAoNiICwAARMRGYgAA5MRGXAAAICU20gIAICM2G3kBABATG3kBABAVm420AACIic1GXgAABMVGVAAApMRCaCyICwDAgnj3Qmc8AQAWMYuWPDD2AACLkkVIfsgVALDwWGhwgcAYVQCwuFhE5Jp8AwDMXiyMnByUjwBgcbAIQH7KUwCwACj22CQwRgoAdE8gl+UzACjqCjjkuXwHAIICrJcWIwRAkVaYYR44NQQACrPCC3PEvAGAYYXXyMC8MX8AKLaKKrBQWowKAEVVIQVGyIvRAKB4KppA+y6L+QdA0VQg1+ZOVn6ag+YjAGKiGCYvxJvyaOJ3mJuEBYBCOLLwKeDvcinyO7aPI1kBYFFR7I7GS06dj8+pz5s+doQFgMVEcTsWN7l1Jman4rzxNKQ5DcBiopgRleYL542iYn4DsIgoYEfiJ8+Iys3CSGQAjD/KJSrilJVvN42ZeQ9AobqoSInJs3hl5yVRcaACQIG6siiJy4x8JSmEBYCC5JSG+Hwcs04xN25OBwEgKWKrQP+qeDotUdFhAaDg/EucxexprKK7NqeuTzFW6gkAknJdrMWqRwyMVT9hUcUBRUURaRJv8fr5LqCf/r/s/ZLzhAUASbkm3mL251j8SVJOx874EBUAw4uHCMfHXMz+HpfImMl9wgJgcLEQ5TOxv31B7Jqj8p+wANBFEf8fOgOe01GXr+bBPGERbUBBUAgOj8M3fyteRMUYq1OAQmDitxUVj2rPzV9zQncFAEkhKg/+9rZ4/elvvok1UblPVkQaWD7hRTd+XN58zg2xior1qUfny3TSAkAHhagsH6dKUfnbd5gnRAUASSEqSZ9zu6j89DdvP9PcISwACApRWTp+2SL35t/8dEu5zJ8hLKIMkBTjdTDum8exouP05sF7nzz7RvbrrgAmrYm6Zryixp+ovDutY145QANAUnRTEvPgVlFxpK4GGi9g6CQV2VmislVWMkXFk1HVQeMFkBM0FpVuuXFi3548JI6sqI3GDGg6EUW3zxgq1DXXHxCVz8aCrAAgKURl1AJPVPbOu5OvGyArAEkx2YjKGqntJioR+zU5Vyd0Y8gKQFLQUFK25E32IvP0uSi3isrTi5m31E81FDDBiMrFovJ0nzqIyjf7saH+RHZjdFYAkgKiMlZUTv/tCVGpGusuotj5t5MVYMikEtne40p0zyx0RCU3d053Y8gKcKGkiOpd3ZRpefTtgvfmt7+Vm1OnoDbUn3/+zZu/d0AIkJQVsSAqewvwT9d6nPz9ROVc3pwSHaICEJRV8SAqd4hK1IPvOojKlhoUITpbZIWwgKQsnyC3vQWYqMR938m7VE7d8TO9DkWJjs4KcIGk3BwX3ZSZhTf7Sb1RolI11hX5EvUZ//1ZZAVYJiriMvsCxYocOnEk3b3b9PaUxemuS7c87Sopmx4yaKWDTkrQZJjy3VuOVis7cBNE5el+nBKQU6IyuRZl1IqtT0S26oGkDFxAbumqZC4CEx/SFfm7sp6N8uQ7b8zPt/syWVTICq6VlI77uEmWuhe+kwtDVfu9Q2wyH/Smk/L8s7bMXSshSEqD/SQqM0Tlm/2ujE/kHMp+Iu3EnMyYl7c9zdaKiPWSEp3oXfaPpNTHvzpG1fHdJioVF8+ePLW5aR5bGaGTskBWbrjb5+YCmHnxbPXpoYmiEvkZb8bKwSZAUspl5ZZnpxCVc0fl0bm7QVQyuyCRc0R3HGia1JN/y02CEhUvovKZjGSLyje/56ZuSod6MukAxGoJnZTi35ZVRKePf4cYdT+9+KmonF4Qp4vKFknxMkOApKS2kCPayd3jU73YfPrZRIWoEBW1HiTlus5BZPHrEItvFrXomJ/63Krc+URETr4e4KnwdBftirtzIuvj9ppPWEBSmhXBrROXqMSLyun3GG29kHaypNxY98kKSErhb79BUP72+yrj/fZzp4nKiXn5rcRNv2uvYyfl5jWArKBtgm6OQfcjzwmSEhXDjq9HeCoq38gXUTn3rJPbOikOWEFSFsbiVkmpfLt0RA5n/IafpK/L+3s6i0qHboo6aF0AUVkXk42/ffqRcsV1Np1EZWKXMPsC2gpJ2XRXJFlB+2QUlz1x6PbiyK5CHSEqT7obGS8s7PzqiyjRicwtdwIBJCU9Tlt/77RC2Omt2ERljqiczs0nv61jDdBZwRpbvjlWMqmvqPyu6Gbu/0/yF71Y3vAi0YgDjIo3V9/2UlLVD7opuihXC0rW+Jx+silRmXtdyvZaSlagmzI0PjKpXkymimzG6YfTrfsJkhL1QLy/dUlOjtVN81hlhE5KcmxOfycR2fFSy6fjnnXKoYuYVzwi/6lkRM2DG+e6FRkkpXlcpsZeW7zfaRmiknfN082ioiMPknLZ0cHEMeh4/n7CwloZrwkXemadsjGvdVZAUq4+XZG5D1tyKavlTlL635FSdSvx27u3NnVLyQpGJ5R4EJWIfa6+wyNjQc08rfNU4CaIStV8fhuTzTWWrEAnZVi7/gZRedumj+qKZMau+tRExMJffdrnb/vS5aAj+toVdfX3eWklJyrXPhY+6ij4dlHJWvyJyvkORdc869IZJSo5smLlJikkpeCdIVFj1CWmk8YoY1+jOhvRotJlnnY4kj8pKlPHg6yApAwQFKLy2W+4SVROX+x5urM0dWHMvhX4dDzf5pC1h6yQlMuSpOL6iYpCe2Pe3i4qkZ2fTmPfbe5YWMkKSEpbSTndVXGVfIysbDjtc1IuNjzlN2IOZQqqdUh9g6P09KPqt7G85cVeFbdxThSVSMF4ctH4BFHpKikWVbICktLiqCf6wWbRXaFuR8YnFoRvHgNPVL57DkuHeXtyDhKVmbIikhLiKlHpdqRwqr29qaMV0VGpWlQni0qnx+ZXS4MF1foE3ZRWR/VdJt7EMax8HP4NohKxn1WiEn0KlajsExUxlgCrL8qceoSw/c3KRKWfqHR/AWFW57RSjKxT4iwBDH557DOLeve4TBKV6OtTiMr7U0DdOoSwVhl4Az8u/jcUzIquClF5tp/ZORRRs6q7pqqhNQuJEx653YOtXZVv95uo1IlKpqxMOgWgjpIVkBSy8sXnb5eVyL/5dh8rRWXzywif5G9Vrqul/UVF3IkKGh19TReV0wt8tKi8uSOJqJyfI91FRfXTVQFJ0VVZcKSXtUBFvhH39P6f+PzoDtYESaneX/VUZwUBAyyCc0Vlu6xki0rk/kQvyk9Pk3zzvdNEpeKhjqofUQFJIStEJewOlpMiEFmIq7ZpklL5hmyQFZAUsjL8iC/jotqMp/8SlfN5Gjk2Efuu0pEVkBSislBWMq5TiX7yb8VCO1VUMiUvUizUUrIConL1WFUesU7oqrx94zRR6dmRyH6OzjedNRWMqICoGC9dlZDrVCrlYaukVDxJOevv1Muz87qLrBgNkoLBXZUpsnJaVJ4+hyZqsZ0mMtmdvi5iqIo9G+9qWTEaJAVkpaWodF/MT0tYZucnU1Q6dbBUsOdjrLMiGQzWwvEjKv1OoTyVq4jcqLyOprukEJXeBxtExSJnoHRVHuVKt7hEF61THZGKi03fxuHtPmTke4bc3Fo/qx7eR1YscAZo6Tje0lX53b5HCkrUWEaPV2QunY5dxSmoyBhurD+TDoaIynJJMUB3dlUmF+IJT1jN/r1dxKJDNyU7hhtqaOXTsMmKhc3AkJU2Rz1dZGRjTnzz7yPHo1pSKi+63VhzsuZsp5phBSIpGNxV6VZQbr1+4EkHIWvMunVTMi+6vVlUpr0nyro46IhTFInKRlG5JTc++bcdc/Lp33e/hXlrzZkmB+rHElERPbIySY7k9sx6k9lJOX1LNVHJeRSAg3iFwyAQlZWiIjvmicqEx+TfKinfdlUmHFSQFZKCZmM9TY7k7F01J0NwKrsp08f0267KBAnQoR1eMCITHXXjXZFbUd9j1O+VlcwuzI2dlKlv19ZVuSzJIvfFCOmqvPkuI333IndK0t2O/H5eZ46xropCkX7UbZRmd1WyZQVkJVs2KruJ3cequvNCVhSJVs9SQM+4m8CoqE8ncv72TsrJRXnT6SGiMiwJt4jKbYlDVDApV9925Tpfl3JbpyvzlnSiQlTK3lBpsZwlKyYxKnK3QlLeClVVHDuJyem3mW8+0LdANX/2RVchIipij3lH/CfnxrQ87yQop59ce8M6aoI3u8gy+50RcqHmjacmLyoXiqq/JSvn3+1001pqgi94h4JEyhUVkxcT6lmVpBCV+Jp+20G/Sb3gwiTJlHNk4h07mFTfTs6HLbldUV8jTuvfvKaSlMH7ZwGN7ap4GSAmiwpJ6dWR+dPnd5MVta5ZQCclPFk5G/cOxQqoysON16V0j/MJwdQEuCyxNnWALKJEBWoeSekV06hxICu6Ke33P2OyERWSgv317/Tpopvi+Le/jRYVp4CIythukIU1d6KbtNhW/27K5YzTOFEHn9bZSxJty2/Y9srxSaJy6xEo9nQE3nzO7etHpaiQFd2UNWavfZc70U1WTKohN3VTqi54jTyVb70lKem/IUJYJFz+EYmJigl18QZJqbzg+I1wdB0LsnJZwDKkQtLVtU5JCibJyrZ53+GuqKd1qHMtdmFtYsC67n/V792edCYNyMo916p1lJRPu61vRIao6Ka0WDjJyvmYW9KgVhKVzNMx30hKt1pGVJYGKvL5BF50SFSArPr5t0V2k5Bl1dmfvuNNPau6Do+sLAhQhy7IrUlIVIB9HZZurxJ4EpOM7rp1eNgRwcZ973ih7ZTbvy1dICt3Ptk7or6e3P+Tv71jDplggy6grRaLW8yZqADnZWXq/kd816nfEfH7p48BUTmwH9NlpfIiXqICqKudBStLUCY++4qsNJxQ2Ybe8WFu264PskwBcR3ZboLy6XUopzofJ8Snc+eLqAySlNPnJjMv/MrssJzuTmW1WQHCUrPQZL2/LOs3Z7yXLXuciEoT44/8nsoJl91dqe5yEBWAqJx4F9okUek+RropiaIyLXm73G1UffGXpQnIr3ldauLpetaxxndfo9fU4coAZH5fZ2E5dU3Mt39PVIC+dbe7pHw7/7sIEFEhKeHf3/Fo4vTnn47Nm9/yNK6WIuBdPeooKH+qDVH1aGpHnKxcLipdvj/6DqEqUTn17AFLEPCuDnXuoJz4HUSFqIwQhQ4D0PHC2Im3PxMV4Gwt6tY9jugOkRSy0l5SMmWhOgmir6KvHneiAsyv7dldlc7Ssm1cr0vkzpOr+/dXi0qErLiQFtgvKSfePNxZVqzbfnDrfYu8sDZDVjJ/s24KsFtS3kpHl6eLbzwVctVvvuECoqxBr251VsSXqAD7OiinOyTf3DUU8VuNN1EZMwk7m3uHIwOiApCUJ98T3VkhKheLiqude7YZJ12b87fPsXwAeyTltKhk1irjPjgu297QG/28k8wOyJTrcywTwHxByeiOVL5oVg4Mjcv0H5j9VuSKI5nsMVIA7lncRIKknOw8v9lvdYqorOumRA9W9RNnT35PRgwtGXOLmojcKScnuhxRf5f1klZ5MSQ2G3/U1Atgo77PUQpOH81ij6T89LlP9+fkb1Gr7ms8XHEE3akNWn3RL1EBUbEQRXVIsm4WUKsuFZXtVwlXn47JKDAdnh9j+dhRzERmdy2LFNmMuqNe1YssURnYLv229VkhK7d31kBULEJnakF1V4WoXCgqtw50hyc1Zp2CkgsgKhahDFF50lXJPu1DVgbG5vZBzrgYraKV604fPB1r0bEIZclKxfUpRGVgfAxwXHelcj+q35qM2TkvQrvr1tvvefJ3pyWFqFzUVTHAvQa04h0/JrpFzrjuGseT3bOqV38QFaJigWreKqu+ut8kJyq4Y7yjZKW7qBh7onKlpJyOT+cXHir9RAX3iMqfPiOzrlrDLlznDXCsqHQTlsrH8WNmrovUHeMe+ffdaqlxJyokJShmFY/LVjQULuNMVp50Zf793ySFqBCVgrZo1YTLEClFQ9Ey1neP/4m/V2v2HYgTlYETd9pdOQoHiApOdVUy6pERIiqvd96kze+uEBVUzntRuyMPquuRUSEruikBk7bqbcwRp6QUEwXLmMuDClExGkSFpDRPgJPvDyIpICqIlhX15L61ys5Kgsd35mTLilEmKtifDxm1TuSJSsjOGubcpIg6ZWTs5aQcwJOuilqiBhAVCZF2fYuxl49yAJ/khYMedYCoSIyUia+4QA7gdzmReWAl4kSFqFwqLMYeWbknknJE3jhgYVOSpJWsGDF5Jx/kiTwxxiNExfD2FpaIfTBK8k1OyBM5YpyJimTRXsWoXBPNfblBZtWENmMs+SwikGNyDNFdFHlCVHRTJI9xQomkyDW5IQeMPVGRPBYQEBUQFRAVCSmBIJ/kmtww7saeqEARwTpJkWtqDO6tD47SQSxBVNAuR0RKfQjPB8VIEkEOERU8yRMRUh+ICogKiApa5orI/DyXbqwRRAVEBUQFGDyXiErSzkjN2YuMCMofb8MFes4p64xuiklh/OQPUQF+nc7jLvPp5BwkKgkJZ6GxkCBfUuQYts2DrnMsei4SFV0gXRUQFWDYPJgoKk/nY/n8n1Z8FE+ygjmSIsdgLhCVq0RFAY2JkXKlOBMVmAvxee/Uz3JRUUTjYqZcKc5EBeZBbt5Pm4dEpZn13jYhlSwF2hyD+VCb893nIFFpbL2AwmyewXzIzvUtHZUj8bi9m6KAQlEmKjAvtnQwOu6PboriCRAVYIkYbDv1Q1QUTmCMqJhz2DJXfvo32fPy0/2trB1EpWg/FWCQFKIC86Xybp9PPrt7TMaKytTnuZjeICpkBUQlaw7+9B0T5O34l06QlC6tL1MdRMW8wN458M2as2E+EZUv9yu726EgQ5E+V1jND0zP928PjolK4hd2CEZ2h8ORJRRtuQ/5/FRUMjs3q2Rlqqi8/R2Tj0KBLaIipzE1bz9dhyLW3E9EhqgUi8qJ37BhkijykMeQs73y9nRX5VRsiEpiklYEy+u+oejLQdwhH9Gi8mkMTsdxrKhMKCzRFyURlf98SJAyaoEgKjhZs287wDuV3zoqg0Qlo/CSFYsGSZFz0C3pICpO/Qw67ZM5OUxEi4YFRN6BpHzbuf8mDm/j9zTeHcf7SlHJ/D2nzllaNGARkW/yrH/uTRaVDWtuiahEPSk2y/ROnz7qOrmVXAuInMPUPHsrG2/q/pvbi08fAHcd83GiMu2lSSfvHuo88ZVcC4icw8Q8i6jfHTroHSUlxSOyC0pF0aq49ex0N8miAaICeRbTEZ8iKtsep79CVLLOMU4WlaquEiwgRAUZufbfn/e2Jj6t4ZOvSTwRs2tEZfMV4NGicvpvLRgWDrKCsUfYBaLy7d/ddPMEUWk4iFtE5cTngqgQFXySd6ck4zZRyZzDRIWoHBWck6ICokJU0CEfT+X0FlHJnstEZbionHi9drVoWBAsDERl5vgQlbMx635BbdWcbikqJCV3cKtOGZEUgrJtXt30mPat8zbi4KvqWVgnZKVyXlfWmVaisrm4EJXeC/KJI9aqu85O3CVhIylEJVZU3s776rWUqFwgK0RF58BmIylEJeI3dj7ls1ZU/vT9kxcdokJUbDaikn+dytO6Ok1Uou8WIipDFqKMeFTdmkxUbDaSQlTy/67qNHFkvIlKg0BlXqFNVAiLzXbrHVCbROWtHFRdiN5t/V0vKhnJRVTIis1GUIjKWwGpFJXOjYLj570sdDkPGCIqZMV2t6S4RiXmcyJPy3xbe4nKso5K5n5EdlUyRcNDtYiLTQdlyryM/pyODwjdkFNh+zo9AJ2CT1SIis1GVIhKtqhUr5FE5YN9nNRVqRINhZGs2EjKbaKS1bk48W64yJtAiMqwUy9ZA3CyIxL1uGWF0WYjKV3n48l5XS0q39T/rCdfjxGVCZNrqqh8asxEhbDYCIq5GP/em0pJeXvqPnOdIipJP3riopYtKkojWbGRlMmiMm18M/KAqAwSlU7Bj7oQi6iQFRtRueH0z5axJSoLRaVTIdhQ7BRKwmIjJ+Zer874P///ijiuvkZlUvL+87M2T6A/JbzCSVhsJMXcqh3zrFxxMe3A+7KjbnfbOJkUU7JiIynb59S3+1TxG4jKQFGpPBWksCqsNpu5tGM+TfgdWfvWcYxbX3zTJhAWKwVWDtjMH6JS+Hui92ns+jx5Embuu0KryNps5s7MebT18oRP92d8I2HDRNxo1gquImszX8yhOePS9U7VFWc8Nk3IzrIydfFTWgmLzVwhKvG/MWo/iEqDpH/6e7qIikmu4NoIinlz9jkl035j5ho5TlS2T8xOD4abungqraTFZm5kzJkNv6n6gHlyLSQql4hKxAKqpBIVm3mRMXduqwlqIVEpTZgtd0spo4TFZm6AqBCVJkG8SVR+2m9lhqzYCAr2dNeJigRaIyogKzaSgpg6oPYRlXYiodApUjaSAqh7RKW18Sp2sMgTFEC9IyrHAktUQFZs5irQSFSefjBRISogLEQFAFFJDu40EQJRsZEUgKiYyEQFhIWgACAqRAUmtY2kAETl0Acbku8HTyRAVkgKoJ4RFYCw2NQxgKgAICsEBQBRAUx0G0kxN/5nDH/33yJFVEz2wQkkCmSFoODmeSGKRAWDjkRAWEgKiAqIClomjqiQFYICogKigtYJI0KkhaSAqICooG2yiBJZISq4Lf9FkKiAqICoEBXMXAxBVNArUUSKqBAVWAxBVNA2SUSLqJAV3DYPRI6ogKiAqBAVjJgLIkhUMCBJRIykEBWYE3G5cls+hsVeASAqICpEBebE2dy5MSdDY60AEBUQFbKC6pzuOi9O7pP6RFTw5ZiKFFEhKuiUz5PmBlEhKkhIJFEhKWQFnfJ54vwgKkQFzVqtIClEBZ1EZdI8UaeICoiKAmBTry4UlSlzRZ1KFBWTf08yiQpRISvYICpk5fexICogKiAqFgcQlfL8rMx/ooLwZBIZokJUMF1Svpkz3eYWUQn6ElOOqICkEBV0XEy//Z4NOUtUTHyiAqJCVjCkBr3Jham5W5n3KXPSpLfYiRRRISsgKvvm4tWiYtLvWtxEjqQQFRCVffOTqGDNwiaCRIWooCqnp4nKpPm66gDZpL97IRNRkkJUMFlUqvOApBAVk1wBN9Y2ub4wryvmTcW8rZjfRKV4wnsksQJu7G3ynKicFJWolyNWzXOi0kRUthQeBRwkRa7fmNcZIvSNpDzdt263RE+oWWlf1iXpLUwKOFGxyfM7RSXqGSQnPyNbVogKUVm7ICmp8oKogKh8n0MVT5y9SlKmiMrkwtOxMCvg8oSooENeTxSVJ+8NyqoPRIWojFmAbulOkRQbUSEqVaJSkXPXikp3WelegKYWXkWcqJzIO6KCynXl7WdMzbepojLvSy9seREVbBCVbfuPvnkdXce2iUr3tyavFJWp+zK5hai8EpU3z6EgKqjOh877mRnfVad9uopKh/3ZXFQVcQU94+iWqMjr7uM7MSenvjKAqCx5M2Z1IVFiicqkI1SyIq+3yErERcBEJUlWogfl5oKpgCvomddAERV5TVhiHi8x5SxD2Q50mwS6JroqCvqsc+lkRV53GfdP/ubm67HK92XaZO/yXoXpxVABV9Arn/tAVOR1h1vs/7Tfn3T8J546IioNJoHuia6KYr6nwJGVHXk9Ie+3XZ9FVC5/0NqW4qeAy1+iguyacsupE6JyuahsTQSyQlRuvNvM/N2f1xNzxPpEVMYWvhuPgLBzwfb70U1UuuVLZH296Xqz8h25oeDfVlyUXJ3AW4RFNvYXlY7duIgXwBIVXRXF68MYKrckhawgYhy3yUr0gWCnfCYqTZJXkTl7FTz2tbHJG96OYUbHpvtLO6PnBlFZJirKy/fxE7F5i/Kf9kNs5HTF2J3+js7zrqKrtH6d3X6dinKyQ06Jyv5xEiei8qSbsl2Mr33Y24buhAKUOzFFckZhFCv53Hm8bhWViHcSdZ6LRKVo4G4v+iJKVLbFTHbOFZWoLs3GC3RXeAFRUdgVdWMjbvhkPN6Oz+kciFw7ur89magQFcVcQbfYym38+v3FodHx7ngaxesviufTprt/LIAK+S3jJI5iWCEpT8Ykeszffs6EWkxUiAoxUcTHjJtYiuWEuGd/b1ZHpkONJipE5WpJUZp7j52YimfHmHdbj978HVFpPJ+2PU9FIVaYLahiK7axMe+6UHboAE3M2fbzyLNUdnZIFGSdFDEW20kHhVGPsc++Q4mo3LiDwzoqhERRN5Yz4iySM0Wl04HCt3/jtA9Rafe6a2KiqBtT8d4c4+jv61izT+7vN/t9vQfcJirdBWTSaTel3KI5Ofai10tUph9cRu1/55iZ6AslY/KCptgvmOziL/ZkZZysqFuDuiqbRGPbm6sVcwvl1HEQNbJy64sIiUrRPj75LSf2ZWshUOz3zB/jYAxuPFCpfPHgidcI6AQPLbSfXtx0IrmzJupPk0nRtzgiblxEa7esdOzAVHdT3v7ucQO1dRJVxGHytUAKuFgRlbvjSVQ8jZaovNjvSQvQxGuBFG+xmjw+IkVWOsuLdX/oTmc/bfAGUXFBqIXQAgux7Ckt3X4TUQnYx6xkvHEiKtpis2G8RIecT5AWNf9X74tqsx+FfMOi7fkfJMW4GTOyMkterq/7XXe84p0N2xdsghITP5GZO36icr52iE2/jgpRuUxUbpxQyrSFzvhBvaiRF6LScAGregMmSVFsvomhaMDiq35ErmtTDvqJSqMLaHVRID4wB9SPaQeK14tKh4CaaCQFgM4KySMq7UTF0QBJARBXN8hKXn3uuLa3HL8pohL5+Tce8SgoAP5WN8jKfWtB63Hr/ECaqsl4Q2KazgBOvFBPnSEq14pK9G/USQFgQXtWI9QaknK9qGT8RpISvz/KBjC7dpAVorJqwTtxsas0i0/G7MQ3rgBZUQdIypquilTbJSjGFNhTSyI/B0Slvaigh6R0fl05gJ41X30gKeuO1NFLJDNerCVXgL11xbpBVHRVJODxccl+XblcAfbLypPPMwL1knKFqEi2OWNSJShyBfhurk+tM2qCbgpZkXxlXRS5AuTP9T/92+4LnbpAVIiKxEvtosgVoHa+/+nfdVjo/rl/bz5XJhAVsnJh/CMkRX4AvRaaN3Mr+tSuGkFSiIqkCxOUiM81wkAfUcm4Dk2t2Cm4DE3CtTvV4yJaYOaCk3FA4yJba7UfL9nCJYW1AzuPin96tlHmqV71w1otABdLSvcHwhlpIL/WnpyjlaeB1BBrtCBcKCiRhUk+ADm19uTnZu2rOmKNHjGBJFhvScl+wJv8gZrQu5uiu7JLUoiKRAqJa0Zhi5CUN8VUpkBN6NNNmVTH5MtlMRSE72IUPbmjEzOirfvmeyxhsPD0FJWT32edyRUVAbksiZ7cItjxGSaRV/YTFSD3gDC7XjsNpJtCVgbG5nQRmiIpP3WZ5A/Qs6sy9TTQzR188ZJAr+PSQVKyj+Q6FE2ArPSf39YaktK+NSlpZnZRiC4wR1Sy5nqXC/rlx+X1VHByRYWkEBWQlSmLf5X0WHPEJW0SEZV9p3pMKiC3rlQdcHZ9UaKcICrXB6jb24m7jZ9JBfSrs5miYlHutd6YQBKntaRMenW8JQp4N58yRahrN2VTXSEpFqGy5MmMqdM9wF21JqMuTJEUonJpXRWsc3EgKQQFqJKVCEE4/fturzMkRVflaBw+jVOGRGSPj5wA7uuuZEvKbQfLJEVX5Wgcuh2tTHuENoDZspIlKTfVHKKiqzIm2aKLTdfCCSB/znW4M9BaRFLIyuJY6aIA6km3Z61EisrWtYioEJVVR0AVomLMgZ3CUn1q2lpEUkaZvRj1HANjDew/EKro2FQt7N3qlFuSdVXGJdzpW/Q6vCUVwL7Oytv9rK6zHeoVSdGi+pX5vZEPMKp6KJIJA9zTWckUlU51dtuBLYZ0VbK/e5qkVBxdAdgjK2/2rWOd1U0xOdIDm/W9kY+lrhAVEwW4px5X7E/0Z07s+JOUSwOc9b0Zr07PEhUTBXDwOFlSJgmAboquyq/o7+721mOSAqB6Lmffhjz1gJqk6KocSfCqQpAtKSYJoC5HH8BV1vGNoiLLFwS8y1Ngs5+4+GTfTBRAfe4iFVGf2WmdIikDZWWKqHR8HH73W5sB3NNd6Sop3dYptVdXJWRydnyxYEUXxWQByEqHbsoEcYuq9TJ6iaxU367b9QJaHRVAfc4+0OoiKU9jQVJMhJbJ0PV5JV2ev2LCAISloutREYONB/MmQfFATOhCdDo19eS2ZZkOkJUIqeiyPnRbG9XdRgOyXVS6XefyNLayHLj7oHJrJ6VrrGUsUSntklTdNSRTAbU6+hlNJ/Yn+rdOiLNsXSgrmUmUNem7Hi0AICxRD9G8XVJkp8F5vb+RRyenf4OsBJApKpUX5Hapi0RleeJ33ufIya6TAmB6zT51gEdUQFYe7G+npJTkADourG//XfTvsf5hpFFOedy+hAfQuV53f6bWBElRt4lKaHei61NsZSKAjBpWXfOr6yBJISrp+1mdnJ4mC2BK3T719zdLilo91NC7i0r2k2GfHr3IRABRNe3k31cdcOqmSPxXC23V/lVJSsQRiywEcHLh7XRgOv2hbur0gs5K9ABm3+FT0VqVgQC61/qJ3RSSInlLZCXidzz5jFPfL/sAbD0wdcoH13RVKo4UMp7XIusAbK33LqAFWQne5+hblGUbgE0HdyQFZKVwokXsi0wDsLXeO+WD6wc4cv+i7zKSYQA2y8r0g1h1mqiM6aJEnPqRXQC21v0NnXa1+nLL7mj9J0VD4gNQ/2ef7lGriUrb/Yn+DNkEgKgQFSwf9A4vFSQqAKwBJAUS9di+RHwuUQFgDeiz8JMUtJGVzpJCVACo/0QFkvX4LcAZoiJ7AKj/JAVk5dg7KE52aGQNgNvrP0nBdbJy6rOjX8QlWwCo/XEyQFIwqrPSSVIAQO3v+6gKNV2ypotK9G8w4gDQQ1Sc7sE4WYncf6MMAO9rfzdJUd8lbPskkcgAcNfBsdoueUYli0QGAJICSdQ2cSQyAJAUSKSRrwA3mgBAVCCRWr68ykgCAFGBZGr7XgijCAAEBRKLqAAAiArIyrf7afQAgKRAgrW8VsXIAcAeSRFJrEg0CQ0A+9YOdR1pCSeKAGDNsHaArAAAxguKNQNliSiCAGB9sF6gdSKKIgBYG6wRaJ+QIgkA1gPrAtgzAICkQJJKTgCwBlgHsC5RRREASArQOllFEgDuEhT1H4QFANBaVEQUZAUAQFSAvyXyk+QWRQAgKEBKUj9NclEEAJICtE9s0QQAggIQFQBAiKSo5WDiAAA1HKhMeJEEgFmConaDrAAASuv03/5eVLF2Akh8AJhRp//09yKKq4ydsABA/7qsPsOkMBkAoLWoiChMDBMCAFrJiZoME8XkAAD1FzBRAEDtVX8BEwYARtdbdRcmkIkDAG0lRVRhEr14A7OIAsB7UfnT34ooTCbWDwDt6qpowoRyDhUAHPgBJhcAqKNqKEBYAICkACacSQdAvVQzAUcIAHCNpKiXgO4KAKiNgMloUgJQG9VDYLCwiCwAXRQAZAUASApgspqwANQ8dQ8gLACgiwKArABQ39Q2wEQ2oQE4AAMwTVhMcAAOvACY6ADUL7ULMNlNeADqFYC1k18BAKBOAVAIAKhN6hGgICgQAKbXI5EFFAiFAgBJAaC7AkC9UWsAxUMBAUBUAJAVAOqMGgOgrbAoKIB6ooYAICsASAoAhUbRAZBRM0QYQLmwKEaAGkFUALQtRAoSoC6oCwBGFCbRBtQCkQbgSAqAgxUACpbCBZjz5jcAwgJg5BwXaQCEBYD5DACKG2DumrsAFDxFDxg5b0UawLXCohACDioAgKwA5qU5CEBRVCwBnRMA0GEBzDvzDQC6dFkUU5hb/zkHzCUAaCoriixunkun/h4AFFrCAhydMyc6MQCg8JIW4Pg8ISkAQFyAtnPgyfcYDQAgLcCvimtN5DwALBIVhRw35LgRAYBFwmJkQFIAAGM6LIo9iAkAgLBgRI52z1WjBADkxYIg9+QfAOD3CwaBwY1iIr8AwKJiYZFD8gkAYLGx4MgNeQIAFiWLklyQCwAAi5QFzBgbYwCAhWzx4mbcAACkxfbje2XEnKAAAMiLjZAAAEBUbCQFAEBkbDZyAgAgLrZa0SAlAADCYtMRAQCAsNiICgCA1AxZiEkJAABkZcw1GBHPaSEpAAAQlnYiQFAAAMCvjrJCIAAAwMjOjREDAAAfi8wpEfrb3xkFAAAAAAAAAAAAAAAAAEAk/wf63qpp8Kz63gAAAABJRU5ErkJgggIBLQIBLQSCBAcwggQDMIIDqKADAgECAgg99QA6AASr5jAMBggqgRzPVQGDdQUAMGkxCzAJBgNVBAYTAkNOMTwwOgYDVQQKDDNOYXRpb25hbCBFLUdvdmVybm1lbnQgTmV0d29yayBBZG1pbmlzdHJhdGlvbiBDZW50ZXIxHDAaBgNVBAMME0NFR04gU00yIENsYXNzIDIgQ0EwHhcNMTkwNTI5MDYzODA2WhcNMjQwNTI3MDYzODA2WjCBijELMAkGA1UEBhMCQ04xEjAQBgNVBAgMCea1meaxn+ecgTEPMA0GA1UEBwwG5p2t5beeMSowKAYDVQQLDCHmtZnmsZ/nnIHnlLXlrZDljbDnq6DliLbkvZzns7vnu58xKjAoBgNVBAMMIea1meaxn+ecgeeUteWtkOWNsOeroOWItuS9nOezu+e7nzBZMBMGByqGSM49AgEGCCqBHM9VAYItA0IABEVlYcI7hW2moTmsxQFy7qLLourCKih0nsiQiG4EFR4skyfTT+kVY40a+URo7mzG92reJdW70Wg6Q4izy9OSXYGjggIUMIICEDAMBgNVHRMEBTADAQEAMBMGA1UdJQQMMAoGCCsGAQUFBwMBMA4GA1UdDwEB/wQEAwIAwDARBglghkgBhvhCAQEEBAMCAEAwHwYDVR0jBBgwFoAUucCMM4GesPqheyNyP0OU7qnWfn0wgcUGA1UdHwSBvTCBujCBt6CBtKCBsYaBrmxkYXA6Ly9sZGFwLnN0YXRlY2EuY2Vnbi5jbjozODkvQ049Q0VHTiBTTTIgQ2xhc3MgMiBDQSxDTj1DRUdOIFNNMiBDbGFzcyAyIENBLCBPVT1DUkxEaXN0cmlidXRlUG9pbnRzLCBvPXNpY2NhP2NlcnRpZmljYXRlUmV2b2NhdGlvbkxpc3Q/YmFzZT9vYmplY3RjbGFzcz1jUkxEaXN0cmlidXRpb25Qb2ludDCBvwYIKwYBBQUHAQEEgbIwga8wgawGCCsGAQUFBzAChoGfbGRhcDovL2xkYXAuc3RhdGVjYS5jZWduLmNuOjM4OS9DTj1DRUdOIFNNMiBDbGFzcyAyIENBLENOPUNFR04gU00yIENsYXNzIDIgQ0EsIE9VPWNBQ2VydGlmaWNhdGVzLCBvPXNpY2NhP2NBQ2VydGlmaWNhdGU/YmFzZT9vYmplY3RDbGFzcz1jZXJ0aWZpY2F0aW9uQXV0aG9yaXR5MB0GA1UdDgQWBBSwpM7WQDYmqZ+lKZs84mBcw48GSzAMBggqgRzPVQGDdQUAA0cAMEQCIH+YZk0TBJS1l56RBf3HGAsaiT14MqOqkVhjAKVj3euJAiBpVf2w2jGIRDhWS5Y6u+HDM1w9O4dzrdez52WdDNRouAYIKoEcz1UBg3UDSAAwRQIhAO3f0TLwaQ8aLwfMWkJTMqNmH2QgVuEwggOKzmJwOAnUAiBYVouJl1NxPEkv5o/+BKCum11/PodfnwPa4vJjcBBM2w==</sealData><sealDataType>1</sealDataType></signList><isGuoBanSeal>1</isGuoBanSeal><isCloud>0</isCloud></Signature>
	2021-12-31T17:12:04+0800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