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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疫情复苏、 数字转型、 气候变化： 金融是应对全球挑战的关键。 
作为全球资本的门户， 各大国际金融中心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份报告中， 我们围绕着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与专业服务业中
心的竞争优势而展开， 强调挑战和机遇， 着眼增长点。

我们的根本优势依然存在： 全球化的视野、 世界一流的营商环
境、 高水平的专业技能和充足的创业劳动力。 从格拉斯哥到卡
迪夫， 从贝尔法斯特到伦敦， 整个英国的金融与专业服务业都
充满着创新与活力。 他们与全球互联互通， 为世界各地的合作
伙伴提供服务。

但英国未来的成功并不是既定的， 需要我们赋予人们技能和机
会， 促进市场繁荣发展。 基础设施必须顺应未来趋势， 让英国
更具竞争力， 并帮助其实现净零排放。 此外， 我们还需要对来
自世界各地的贸易和投资保持开放。

伦敦金融城政府致力于建设一个充满活力、 欣欣向荣的金融
城， 支持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伦敦， 助力英国在全球范围内
获得成功。 伦敦金融城的首要任务之一， 就是支持英国作为领
先的金融与专业服务业中心的地位。

这份报告是《英国的全球商业实力》的第二份年度研究报告， 也
是我们确保英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具备长期核心竞争力工作的
核心组成部分。 该报告在凸显未来发展机遇的同时， 也展示了
其他全球中心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并证明了英国和伦敦的长
期竞争力。

我们有决心保持未来发展的竞争实力， 并期待着与您合作。

柯文森议员
伦敦金融城市长

孟珂琳
伦敦金融城政府
政策与资源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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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全球商业实力： 
伦敦和英国的竞争力优势持续领跑世界

在世界各地的金融中心应对重大挑战与变革的重要时期， 伦敦金融城政府撰写了第
二版全球竞争力研究报告。 持续的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和人员流动带来挑战的同
时， 也加快了数字变革的步伐， 提出了新工作方式的必要性。 此外， 气候变化也需要
全球金融支持全球解决方案。 尽管地缘政治不断变化， 但我们需要全球共同合作来
有效应对这些挑战。

这份报告通过五个核心维度考察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 创
新力、 金融市场规模、 基础设施、 人才吸引力和营商环境。 在这
一关键时期， 就加强金融中心对于其国家和区域经济的关键作
用而言， 本报告开展调研的各大金融中心都保持了韧性， 并在
支持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们都以各种方式加强了
自己的服务能力： 美国的金融市场规模空前； 中国香港加强了
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新加坡进一步完善了监管体系。

总的来说， 英国是唯一一个在五个维度都表现良好的中心， 这
也再次表明， 英国金融服务方面的深度和广度， 这都是使其成
为世界领先的金融与专业服务业中心的原因。 鉴于英国作为全
球商务旅行中心， 诸如人员流动性等这些挑战对伦敦的打击比
其他中心要大， 但过去一年， 英国的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服
务各行业的金融与专业服务业公司发展势头依然强劲。

创新生态系统关键词 金融市场规模 具有韧性的商业基础设施 对人才和技能的获得 有利的监管和法律环境

伦敦（英国）

纽约市（美国）

新加坡

法兰克福（德国）

巴黎（法国）

香港（中国）

东京（日本）

58 (+5)

61 (+3)

53 (+4)

45 (+5)

41 (全新)

39 (+3)

36 (+3)

备注

括号中的数字代表同比变化。

此次， 《英国的全球商业实力》 系列的最新报告将帮助阐释这些
金融中心在过去一年面临的挑战， 如何影响它们的竞争力， 包
括国际旅行的中断、 供应链各环节对技术的使用需求增加、 灵
活监管框架的重要性， 以及各大金融中心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尤其是英国和伦敦。 鉴于可持续金融的重要性， 今年的报告新
增加一项绿色指标， 即跨资产类别的绿色金融活动，并首次将
巴黎（法国）列为第二个欧洲中心进行分析。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所有金融中心都有相互学习和发展的
机会。 对英国来说， 保持其持久的竞争力和关注未来的发展焦
点至关重要。 本报告显示， 在应对过去12个月挑战的同时， 英
国仍持续拥有领先的创新生态系统， 金融市场受国际市场推动
表现活跃， 金融监管制度仍然是全球最受欢迎的制度。 毫无疑
问， 未来发展瞬息万变， 因此了解各大金融中心是如何调整并
繁荣发展将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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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金融与专业服务业具有世界级的创新性生态系统， 企业
可以进入全球互联的市场， 得到着眼于未来的人才和强有力的
政策支持。 英国正在开拓科技领域的领先创意和产品， 并将可
持续金融纳入主流。 这些要素的相互作用将继续创造一个独一
无二的生态系统， 帮助企业取得成功并塑造全球金融服务业的
未来。

美国的金融市场规模是全球最大的， 这体现了美国的经济规模。 
英国的金融市场受其国际活动的影响而提升。 英国仍是最具全
球连通性的银行业中心， 为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提供金融服务。 
此外， 英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债务发行、 商业（再）保险和外
汇交易中心， 并且日益成为极具吸引力的资产管理中心。 未来几
年， 上市规则的变化将使伦敦证券交易所乃至英国成为对国际
融资更具吸引力的市场。

  创新生态系统
1. 伦敦（英国） |  2. 纽约市（美国） |  3. 法兰克福（德国）

  金融市场规模
1. 纽约市（美国） | 2. 伦敦（英国） | 3. 香港（中国）

71 
位于欧洲的268家独角兽企业（价值超过
1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中有71家把总部
设在伦敦

英国仍是欧洲领先的资产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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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伦敦和英国的企业继续受益于全球连通性和强大的运营韧
性的优势。 英国的地理位置和有利时区便于跨国公司覆盖全球
主要市场。 英国领先的网络安全和反洗钱法律框架以及其数字
安全措施， 为企业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商业环境。 但报告也指出， 
英国的数字基础设施需要进一步升级， 以便为企业和个人提供
更快、 更可靠的互联网连接。

世界顶尖的学府和MBA课程、 国际化人才、 丰富的文化生活和
高品质生活， 让金融与专业服务业公司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找
到优秀的人才。 随着新加坡数字技能的大幅提升， 以及美国的
营商环境再次增加了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 英国需要解决技能
差距， 并对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保持开放， 以便在未来变得更
有竞争力。

  具有韧性的商业基础设施
1. 新加坡 | 2. 伦敦（英国） | 3. 法兰克福（德国）

  对人才和技能的获得
1. 新加坡 | 2. 纽约市（美国） | 3. 伦敦（英国）

全球《财富》500强企业中把伦敦作为总
部所在地的比例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

19% 
英国大学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占总入学人
数的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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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拥有对金融服务业最有利的金融监管制度。 位于英国的公
司受益于创新的监管机构、 强大的法律体系和透明的商业环境。 
但报告也指出， 尽管英国的监管体系十分成熟， 但银行的税率和
缴款率明显高于其他金融中心。 服务贸易是英国经济的核心， 如
果英国要保持开放的市场准入， 服务贸易则需与其他国家与地
区形成新的经济关系， 并占据核心地位。 目前， 包括英国在内的
世界各国政府需要恢复商业对监管和决策有效性的信心。 

  有利的监管和法律环境
1. 新加坡 | 2. 香港（中国） | 3. 伦敦（英国）

英国拥有最受欢迎的金融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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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伦敦金融城政府： 
伦敦金融城政府是“一平方英里（Square Mile）”的管理机构。 伦敦
金融城政府致力于建设一个充满活力、 欣欣向荣的金融城， 支持多
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伦敦， 助力英国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成功。

我们的目标是：

• 为社会的繁盛做出贡献

• 为经济的繁荣提供支持

• 为卓越的环境贡献力量

通过增强金融城的互通、 实力和特点， 让伦敦和英国为在这里生
活、 工作和旅游的人们创造福祉。

www.cityoflondon.gov.uk

关于“一个全球的金融城”： 
“一个全球的金融城”是伦敦金融城政府推动英国成为世界领先的

国际金融中心的首要举措。 它展示了英国是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
投资、 落户和发展的绝佳之地。

www.theglobalcity.uk

http://www.cityoflondon.gov.uk
http://www.theglobalcity.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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