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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各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交流，以最佳实践与大众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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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FC组织全球领先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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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成员、观察员和100多位国际嘉宾参加了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创新与技术论坛，由于疫情影响，本次论坛为虚拟会议。

论坛主题是“ 新冠疫情时代的国际金融和创新中心”。

本次论坛聚集了在全球经济和先进技术领域的顶级专家，讨论了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合作如何解决全球疫情的影响。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
创新与技术论坛

2020年10月20日 – 卡塔尔, 多哈

联盟（WAIFC）首次与莫斯科和卡塔尔金融中心合作举办创新与技术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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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9日在多哈举行的会议上，联盟（WAIFC）在年会上批准卢旺达金融中心成为新成员。此外，还推举了香港金融发
展局执行总监King Au博士作为新的董事会成员。联盟（WAIFC）还举办了关于从疫情中恢复经济的会议，介绍了其关于监管、
可持续金融、中小企业融资以及创新与金融科技的四项工作安排。

2020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年会
2020年10月19日 – 卡塔尔，多哈

联盟（WAIFC）欢迎卢旺达金融中心作为新成员，协会中非洲成员上升到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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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king-au-55996733/


我们的成员东京国际金融机构（FinCity.Tokyo）于2020年3月19日在东京举办了 “未来的资产管理和东京作为全球金融城市”的全
球研讨会。

本次活动是FinCity.Tokyo首次举办的全球研讨会，该机构于2019年4月成立，主要是为了推动“东京成为全球金融城市”。联盟（
WAIFC）的领导人参加了由FinCity.Tokyo的执行董事Aritomo Keiichi主持的“国际金融城市之间的平衡竞争与合作”讨论小组。

FinCity.Tokyo在本次活动前两周以新成员的身份加入了联盟（WAIFC），董事长Hiroshi Nakaso获颁成员资格证书。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参加东京国际金融机构全球论坛
2020年3月19日 – 日本，东京

联盟（WAIFC）领导们为新成员东京国际金融机构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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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举行的亚洲金融论坛期间，联盟（WAIFC）的成员和观察员代表们会见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
James Henry Lau，目的是讨论香港金融中心的优先事项和2020年合作活动。香港于2019年加入联盟（WAIFC），这次是联盟
（WAIFC）与与香港特区政府的首次会议。

Lau局长强调了香港对联盟（WAIFC）目标的承诺。他强调了可持续金融和绿色投资统一国际分类对香港的重要性。此外，他建
议在金融发展局的支持下，应进一步开展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相关活动。

会见中国香港特区政府
2020年1月14日 –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的领导们会见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James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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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4日在阿布扎比举行之会议，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的年会上，新成员香港金融发展局(FSDC)正式加入。

同时，委任了三位董事局新成员，来自卡塔尔金融中心行政总监Yousuf Mohamed Al Jaida、香港金融发展局执行董事
Christopher Hui先生及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厅副行政总监 Ken Poonoosamy。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在阿布扎比也举办了几次会议：金融科技、金融中心在经济金融上扮演的角色、可持续金融、金融中心
数据库及中小企融资等。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年会
2019年10月24日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欢迎香港金融发展局成为我们的新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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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inkedin.com/in/christopher-hui-a21142/


非营利协会

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WAIFC) - AISBL

Boulevard Louis Schmidt 117/9, 1040 Brussels, Belg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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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和目标

金融中心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他们提供投资和储蓄工具，推动整个行业和社区的企业发展和经济增
长，并越来越多地为可持续发展和提高金融素养做出贡献，他们支持金融创新，积极为该领域的发展作
出贡献。

这就是为什么联盟（WAIFC）旨在分享国际金融中心之间的最佳实践和交流，并发展在国际层面上与公
共机构开展对话。

联盟（WAIFC）的目标

 通过媒体和其他合作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各国的国际金融中心

 分享最佳实践及互相交流

 与顾问公司、大学、研究机构等知识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联盟（WAIFC）由项目驱动，每个项目由一个或多个金融中心发起。联盟（WAIFC）和发起人的价值在
于这些项目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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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治理

董事会会议

董事会成员

主席 财务主管

执行委员会
 董事会主席
 财务主管
 董事总经理

推举

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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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成员

联盟（WAIFC）董事会由各国成员的最高领导人组成: 
 Zahra ABDEL RASSOUL, 斯图加特金融中心 (Stuttgart Financial)
 Yousuf Mohamed AL JAIDA, 卡塔尔金融中心 (Qatar Financial Centre)
 Abdullah AL SALMI,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 (Oman CMA)
 Keiichi ARITOMO, 东京国际金融机构 (FinCity.Tokyo)
 Nick BARIGYE, Rwanda Finance
 Arnaud de BRESSON, 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 (Paris EUROPLACE)
 Miles CELIC, 伦敦金融城 (TheCityUK)
 King AU, 香港金融发展局 (Hong Kong Financial Services Development Council)
 Said IBRAHIMI,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 (Casablanca Finance City)
 Kairat KELIMBETOV,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Jong Hwa KIM, 釜山国际金融城市推广中心 (Busan Finance Center)
 Frederic de LAMINNE, 比利时金融中心 (Belgian Finance Center)
 Nicolas MACKEL,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 (Luxembourg for Finance)
 Ken POONOOSAMY,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厅 (Mauritius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Jennifer REYNOLDS,多伦多国际金融中心 (Toronto Finance International)
 Philippe RICHARD,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 (Abu Dhabi Global Market)
 Hubertus VAETH, 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 (Frankfurt Main Finance)
 Alexander VOLOSHIN,莫斯科国际金融中心 (Mosco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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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Arnaud de BRESSON 

财务主管: Frederic de LAMINNE 

董事总经理: Jochen BIEDERMANN 
(毕誉横博士 )

高级顾问: Anatoly VALETOV



联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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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ADGM）于2013年在阿联酋
阿布扎比的金融自由区成立，旨在促进阿联酋作为全
球金融中心，发展阿联酋经济，并使其成为有吸引力
的金融投资环境，是国际金融服务业有效的贡献者。

ADGM有三个独立机构，分别为注册机构、金融服务
监管局（FSRA）和ADGM法院 ，他们确保ADGM的商
业环境符合国际最佳实践，并得到全球主要金融中心

的认可。

阿布扎比
阿 拉 伯 联 合 酋 长 国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
Abu Dhabi Global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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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dgm.com/


比利时金融中心（BFC）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由比利
时银行集团和专业金融人士于 2009 年联合创建。其
成员包括银行、经纪人、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

上市公司以及各类别法律和财务顾问。

其使命是为其成员提供一个讨论、分享知识和网路建
设的论坛，取得各方专业协会之间的联系，将银行、
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分组，提升比利时金融业的
角色。 BFC 每月组织一次时下有关金融主题的会议。

布鲁塞尔
比 利 时

比利时金融中心
Belgian Finance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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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elfinclub.be/en/


釜山国际金融城市促进中心（BIFC）的成立是为了支
持建立金融组织所需的一般业务，并制定将釜山建立

为金融中心的战略。

金融产业研究、金融城市建设、金融人才培养，金融
城市推广等一般运作，都是促进实践釜山发展成金融

中心的必要条件。

釜山
大 韩 民 国

釜山国际金融城市促进中心
Bus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ity Promotio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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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ifc.kr/eng/main/main.php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CFC）是位于各大洲十字
路口的非洲金融和商业中心。 CFC被公认为非洲领先
的金融中心和最大金融中心的合作伙伴，在主要四大
类别建立了强大而繁荣的成员社区：金融公司、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服务提供者和控股。

CFC为其成员提供了有吸引力的价值和优质的“营商”支
持，以促进在非洲的部署或活动。

卡萨布兰卡
摩 洛 哥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
Casablanca Financ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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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asablancafinancecity.com/


卡塔尔金融中心（QFC）位于东西方的交汇处，是全
球领先且发展最快的商业和金融中心之一，致力于推
动卡塔尔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和投资目的地。

卡塔尔一直被评为是中东以及北非地区竞争力最强、
通信和创新领域最高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卡塔
尔金融中心（QFC）制定自己的国际法律、法规、税
收和商业环境，并受英国普通法管辖，该国允许高达
100％的外资所有权和100％的利润汇回，仅对当地来

源的利润征收10％的公司税。
多哈
卡 塔 尔

卡塔尔金融中心
Qatar Financial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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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fc.qa/en/Pages/default.aspx


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FMF）是美茵河畔法兰克福
的金融中心，是德国和欧州的主要金融中心。该倡议
有超过60名成员，包括黑森州、法兰克福市和埃施博

尔恩，以及金融界数十名著名人士。

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和参与，他们都展示了他们与法
兰克福的密切关系，并希望将法兰克福定位为顶级的
国家和国际金融中心。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FMF）
利用其成员的影响力，宣扬法兰克福金融中心，并提

供高品质的对话平台。
法兰克福

德 国

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
Frankfurt Main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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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rankfurt-main-finance.com/en/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13年成立了香港金融发
展局（FSDC），这是一个高级别的跨部门机构，旨
在促使金融业制定提议，以促进香港金融服务业的进

一步发展，以及规划未来的战略发展方向。

自2018年9月起，FSDC成为有限责任公司，使其能
够通过研究、市场推广和人力培养，更好、更灵活地

履行职能。

香港
中 国

香港金融发展局
Hong Kong FSDC

21
Von Base64 - Eigenes Werk, CC BY-SA 3.0,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ndex.php?curid=4235760

http://www.fsdc.org.hk/sc
http://www.fsdc.org.hk/en


卢旺达金融中心（Rwanda Finance）是卢旺达政府管
理的一家新公司，旨在通过培育跨境贸易和投资，促

进卢旺达发展成为卓越的商业和金融中心。

该中心提倡最高的监管标准和最有吸引力的产品和服
务，以满足全球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需求。

基加利
卢 旺 达

卢旺达金融中心
Rwanda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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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rfl.rw/
http://www.rfl.rw/


伦敦金融城（TheCityUK）是行业主导的机构，代表英
国的金融和相关专业服务。在英国、欧洲和全球，我
们推行政策，提高竞争力，支援创造就业机会，并确

保经济长期增长。

该行业占英国经济总量的百分之十，拥有230万名员
工，其中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在伦敦以外。它是最大
的纳税人，最大的出口行业，产生的贸易顺差超过所

有其他净出口行业的总和。

伦敦
英 国

伦敦金融城
TheCity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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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cityuk.com/
https://www.thecityuk.com/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LFF）是金融中心的发展机构。
它是卢森堡政府与卢森堡金融业联合会（PROFIL）之
间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汇集了各金融行业协会。

成立于2008年，其目标是发展卢森堡的金融中心，协
助开拓市场，鉴定新的商业机会。 LFF将国际投资者
与卢森堡提供的一系列金融服务串联起来，例如资产
管理和财富管理、银行业、保险、资本市场营运或咨

询服务。

卢森堡(城市)
卢 森 堡

卢森堡金融推广署
Luxembourg for 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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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uxembourgforfinance.com/en/homepage/


莫斯科国际金融中心（MIFC）是企业、政府和俄罗斯
社会共同努力建立的。MIFC支持现代化工作，影响不
同部分的经济——整体监管到从金融市场、科学和医

疗保健。

2008年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俄罗斯经济缺乏多样化，及俄罗斯迫切需要一个有竞
争力的金融部门和专业的金融市场。 MIFC的目标是
在俄罗斯建立一个高科技的、世界级的有竞争力的金

融市场。
莫斯科
俄 罗 斯

莫斯科国际金融中心
Moscow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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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nsel [CC BY 2.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2.0)]

http://www.mfc-moscow.com/index.php?id=41
http://www.mfc-moscow.com/index.php?id=41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CMA）是资本和保险市场的唯
一监管机构和监督者。它成立于1998年，第80/98号
皇家法令。 CMA 的策略围绕其所监管行业的持续发

展和动态性的部门。

CMA的目标是资本和保险市场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经济
增长和财富创造的引擎。为了实现该目标，CMA将继

续发展和推广、高效和效率市场和参与。

马斯喀特
阿 曼

阿曼资本市场管理局
CMA 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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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ma.gov.om/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AIFC）是面向中亚、高加索、
欧洲、中东、中国西部、蒙古和欧洲的新兴金融中心，
该中心支持哈萨克斯坦的现代化和增长政策，提升更
友好的营商环境，吸引资本加速发展，为企业提供最

先进、安全和有效的投资工具。

AIFC在基于普通法的特别法律制度内运作，该制度规
范了AIFC参与者和第三方合作伙伴之间的法律关系，

旨在发展金融市场。

努尔-苏丹
哈 萨 克 斯 坦

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
Astana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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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ifc.kz/


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是负责促进和发展巴黎金融市
场的组织。

作为欧洲和法国当局的特殊媒介，欧洲与法国当局一
起进行持续和建设性的对话，巴黎欧洲市场协会提出

了为金融中心的集体利益提出建议。

巴黎
法 国

巴黎欧洲金融市场协会
Paris Euro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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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aris-europlace.com/en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厅（EDB）于2018年1月15日作为
法定机构开始运作。

EDB的任务是为战略性经济规划提供强而有力的支援
体制，并确保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更加一致和有效；
促进毛里裘斯成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和商业中心、有
竞争力的出口平台和国际金融中心;担任国家品牌投资
促进的主要机构；并确保有利的商业环境。

路易港
毛 里 求 斯

毛里求斯经济发展厅
EDB Maurit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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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dbmauritius.org/


斯图加特金融中心成立于2007年，是巴登-符腾堡州
及其首府斯图加特的金融中心措施。它支持金融中心
并提高其可见度。斯图加特金融中心代表金融机构推
广金融中心，它连接金融中心并维持不断发展的网络。

在戴姆勒、保时捷、博世、凯驰或马勒等公司的推动
下，斯图加特以其领先的工业而闻名。理论上强大的
工业总是与金融机会联系在一起的。斯图加特为融资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斯图加特
德 国

斯图加特金融中心
Stuttgart Finan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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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tuttgart-financial.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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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国际金融机构（FinCity.Tokyo）由东京都政府与包
括主要金融机构在内的私人企业共同创立，以促进和

不断提升东京的金融生态系统。

为了增强首都金融市场的吸引力，并提高东京作为顶
级全球金融中心的形象，东京国际金融机构

（FinCity.Tokyo）开展了一些促销活动，包括：传播知
识；促进国内和国际市场准入/联网；吸引海外金融

公司到日本等

东京
日 本

东京国际金融机构
FinCity.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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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kidai [CC BY-SA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https://fincity.tokyo/
https://fincity.tokyo/


多伦多国际金融中心（TFI）是加拿大最大的金融服
务中心，与政府是公私合作伙伴关系，带领着多伦多
金融中心的国际推广和加拿大金融服务业的全球地位。

TFI 是多伦多金融业的枢纽，与各利益相关者紧密合
作，推动行业增长和竞争力。 TFI致力扩张多伦多金
融中心的业务至全球金融服务，与金融界、政府和学
术界合作，促进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行业，推动加拿大

的经济增长。

多伦多
加 拿 大

多伦多国际金融中心
Toronto Financ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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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f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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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成员

迪拜

马耳他



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金融中心之一，并且是
中东、非洲和南亚（MEASA）的主要金融中心，由72个国家组成，人
口约30亿，名义GDP 7.7万亿美元。

FinanceMalta的建立是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合作举措，旨在促进马耳他成为国际
金融中心。马耳他加入欧元区的关键时候，FinanceMalta也随之成立。金融服
务业现已成为该国经济的主要力量。马耳他具有发展该行业的显着优势，例如
训练有素、积极进取的劳动力、低成本的营商环境以及70多个双重征税协议支
持的有利税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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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项目

35

从疫情中复苏经济
金融中心数据库
金融科技计划

金融中心对经济金融的作用
中小企业融资
可持续金融



从疫情中复苏经济

工作领域

中小企业融资 法律法规

可持续金融 创新与金融科技

36

2020年4月份颁布的关于新冠疫情的专题报告
全球金融中心如何支持抗击新冠疫情?
法兰克福金融合作协会赞助支持
从香港和东京以及其他成员获得相关经验

联合声明联盟和它的成员可以为这次全球健康和经济危机做出贡献

具体工作聚焦在特定领域，分析当前危机在这些领域的影响以及恢
复经济的举措

* 2021年1季度启动

创新和技术论坛

https://waifc.finance/assets/files/c7a00b63-4ec7-49ee-bfef-3964dfd816ef.3e0b86c21ccc0f4dfcbda4e9df93e028.pdf


金融中心数据库

▪ 密切对话并由专家组监督、涵盖所有金融中心活动的广泛而有意义的指标清单
▪ 前端界面友好，供会员访问数据
▪ 短期关注当前危机带来的经济复苏
▪ 与第三方合作，以获取数据并就新指标的标准化开展联合工作，例如在金融科技和可持续金融领域。

目标
▪ 努力提供完整的信息，包括所有可验证的观点
▪ 认真、严格地分析各种可靠的资源
▪ 发起并领导成员之间的数据交换与沟通
▪ 运用先进的算法和软件建立标准化

金融中心数据库合并了涵盖金融中心发展各个方面的广泛指标，例如在国家和城市范围内的金融
部门、商业环境和声誉、城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和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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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举措
数字化推动金融行业：

 新科技在这十年，对金融服务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

 它们已经显着改变了金融服务的运
作模式（在某些国家甚至是破坏性
的变化），并直接对零售业务和商
业客户﹔
 这种新主题趋势仍在继续，就如金
融中的人工智能或区块链等已开始
对我们产生影响。

 新的玩家已进入金融领域，他们来自
电子商务、社交媒体或其他领域。

 金融科技公司已成为我们金融中心中
不断增长的一部分。他们帮助我们更
繁荣，吸引更多人才和投资。

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积极支持其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我们与监管机构讨论如何在传统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
司之间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与大学和商学院建立了非常吸引的金融科技工作间，
一起成为我们生态系统的核心。
 我们与同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支持当地的金融科技
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吸引外国金融科技公司。
 我们协助金融科技公司与外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或银行之
间配对。
 我们维系与外国监管机构，加速器，孵化器和金融科技
工作间的关系，以尽可能简单化地扩张全球。

这创造了各方的双赢局面：金融科技，银行，中小企业和
终端消费者获得更广泛的服务，金融中心变得更加国际化，
并走在创新的尖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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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最有效地实践
1. 建立金融科技生态系统
2. 培养金融科技人才
3. 鼓励金融科技公司与（传统）金融机构合作：如银行
4. 组织国际配对活动

金融科技举措

 首先，我们鼓励我们的成员在金融科技上能紧密合作。

 我们要强调的是，金融中心必须要金融创新，并积极促进该领域的发展。

 还有，我们希望主动地表明金融技术的新领域，是需要与联盟（WAIFC）紧更密的沟通。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与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金融机构、初创业、大学和各方举办
不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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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金融科技举措

7月8日

与FINDEXABLE关于开放银行的网络会议

与卡塔尔金融中心关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的网络会议

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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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金融科技举措

4月30日

5月7日

与FINDEXABLE 关于经济复苏的系列网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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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金融科技举措

联盟（WAIFC）的代表们参加了由其成员ADGM组织的，中东和北非地区领先的金融科技会议——阿布扎比金融科
技音乐节。

我们讨论了ADGM在全球举办金融科技竞赛以及将获胜的国际金融科技公司带到阿布扎比参加决赛的经验。

目的是将新兴和规模不断扩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与阿布扎比和更广阔的中东和北非市场联系起来。

ADGM于2019年10月24日在阿布扎比举办了关于国际金融科技竞争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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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金融科技举措

来自法兰克福、卢森堡、努尔苏丹、多伦多的联盟（WAIFC）代表们以及巴林的客人参加了多伦多金融科技社区的
访问，参观了领先的金融科技加速器和创新中心。我们讨论了加速器和孵化中心在发展成熟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中的
重要作用，以及金融中心如何提供为他们支持。

巡回演出包括1.北美最大的城市创新中心MaRS Discovery District 2. Scotiabank的企业创新中心，数字工厂 3. 
OneEleven，多伦多领先的加速器，专注于成长阶段的初创企业以及4. 专注于销售的加速器的Ryerson 大学的DMZ。

多伦多国际金融中心在2019年9月6日举办了金融科技加速和孵化中心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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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是进行金融、货币和贸易的地方。它是由一个国家和国际参与者组成的网络，有助于金融市场和经济
在生态系统中有效地运作，汇集和共享专业基础设施、有经验的专业人才及相关服务。

金融中心为经济融资方面的作用

联盟（WAIFC）旨在

 展示金融中心在融资和支持实体经济方面的优势；

 分享金融中心的经验和每个国家的成功案例；

 通过具体案例支持在当地实施，以及；

 鼓励其他国家建立金融中心，以集群效应汇集金融机构、地区总部、专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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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中心为经济融资方面的作用

2020年4月出版的首份关于经
济增长的报告

 金融中心驱动经济增长的
角色

 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

 11个成员联合参与，分享
案例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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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融资
在经合组织地区，中小企业是企业的主要形式，约占所有企业的99％。它们在世界各国经济中发挥着关键
作用，并为（1）国内生产总值（2）就业和（3）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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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视全球使用的中小企业融资工具；在
成员国和那些成功选择金融工具的辖区
中进行比较分析

对中小企业路线图的最佳
实践、风险、挑战/教训、
政策措施和建议方法

在成员和当地市场
中与利益相关者进
行磋商

金融工具

可行性

咨询利益相关
者

中小企业路线

国内成功案例

概述路线图，以实施针对中小型企业的可行
框架，重点是国际适用性和整个中小型企业
价值链；报告发布；发布成功案例

目的
• 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
• 通过获取必要的战略资源扩大业
务规模，创造一个中小企业能够
繁荣发展的商业环境，

目标
建立实施中小企业平台的路线图，
同时在以下领域确定和交流最佳
实践：
• 法律框架和风险评估
• 技术、中小企业平台和中小企业
中心的角色

• 审慎的银行约束和政策措施
• 金融工具，包括另外融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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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金融

与 FC4S 合作

FC4S网络于2017年9月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举行发布会，发布会由卡萨布兰卡金融城管理局和联合国环
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共同主办，并与意大利环境部和摩洛哥COP22气候大会会长团联办。在这次会
议上，金融中心通过了≪卡萨布兰卡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声明≫。

FC4S网络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召集人和秘书处与各金融中心建立的合作伙伴关系。FC4S网络的
目标是与合作伙伴交流经验及加速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扩展为优先事项并与合作伙伴共同采取行动。
FC4S网络的长期愿景是通过加强国际连通性和共同方法框架，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能遍布全球的金融中心
並在全球快速增长。

FC4S网络秘书处设在瑞士日内瓦，与金融中心成员合作，通过提供对新兴问题的研究，以最佳实践、战
略咨询以及项目开发和其他支持服务，包括通过区域性举措，来实现FC4S网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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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国际金融中心联盟 World Allianc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s (WAIFC) - AISBL
国际非盈利协会
董事会成员: Arnaud de Bresson (Chair), Frederic de Laminne (Treasurer), Zahra Abdel Rassoul, Yousuf Mohamed Al Jaida, Abdullah Al Salmi, 

Keiichi Aritomo, Nick Barigye, Miles Celic, King Au, Said Ibrahimi, Kairat Kelimbetov, Jong Hwa Kim, Nicolas Mackel, Ken Poonoosamy,
Jennifer Reynolds, Philippe Richard, Hubertus Väth, Alexander Voloshin

注册地址: Boulevard Louis Schmidt 117/9, 1040 Etterbeek, Brussels, Belgium
联系方式: Jochen Biedermann, Managing Director, Email: office@waifc.finance
网站: https://waifc.finance

mailto:office@waifc.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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