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金融标准化重点研究课题获奖名单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主持人

课题组成员

许再越

邬向阳、吴晓光、程晓松、刘永生、沈薇
薇、张鹏程、段然、张思琪
郭仌、翟进步、周君、袁麟、程炜、陈光
、王雅婧、陆文添

一等奖

跨境支付清算标准体系建设

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

不良资产交易信息披露标准化研究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央财经大学、东方金诚信用管理
（北京）有限公司、中债金融估值中
心有限公司

王乃祥

金融业开源治理体系与标准化研究

中国银联、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复旦大学

涂晓军
王 怡

金融标准化推动绿色投资发展研究：国际经验
与中国路径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支、中国标准
化研究院、中诚信绿金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葛兴安

柴洪峰、叶馥郁、郭为民、赖强、吴杰、
李宽、孙权、岳松颂、赵庆杭、张洁、王
琪、李玉省
蒋璨、孙旭、欧阳颖、刘川巍、周艺林、
张琼宇、李鹏程、陈立立、沈双波、崔子
骁

二等奖

李 彤

周雄飞、江婷、李耀、刘晓、刘彼洋、魏
宇辉、陈奇、卿卉、张路路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伍 健
王 琴

施玮、许宁、贾颖、曾勇国、俞浩、朱群
、肖春龙、张宇、高晨晨、周婷婷、赵云
、宋雅希

养老金融标准化研究

中国银行

陈卫星

毕琦、宫瑞、戴岱、年综潜、王庆

基于印钞企业人民币智能化制造的标准体系研
究

西安印钞有限公司

吴海滨

刘晖、刘素芳、卢欣、杨广田、刘铭、李
智、申军峰、吴庆承、郭荣

金融资产担保品管理标准研究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徐良堆

张婷、蒲余路、于华辰、张恺、张欣、张
辰旭、张梦

开放银行标准体系建设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

保险业智能化服务知识管理与理赔服务标准的
研究与实践

武汉众邦银行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主持人

课题组成员

李曙光
朱文剑

杨倩、杨志、谢彦丽、贺宇、马征、刘晓
鸣、靳燕、唐云霞、李宽、左敏、茅廷

周荣芳

张亚双、何鹏、谢睿、卢欢、姚路驰、陈
婧超、狄休

罗 毅

王铿、吴蕃、昝传晖、康家辉、施好健、
杜媛媛、陈园园、钟春彬、宋宇诚

王晓光

李红豆、刘艳妮、陈晓光

三等奖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中国人民银
行南宁中支、中国人民银行昆明中支
我国金融标准“走出去”的路径探索——基于 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杭
、中国人民银行乌鲁木齐中支、中国
金融标准国际化工作案例研究
州中支
农业银行、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债券市场交易报告库数据标准建设研究

上海清算所

金融业5G通信技术应用标准化研究

中国工商银行

银行间市场数据交换标准体系研究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金融标准的语义模型映射研究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汇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茅 廷

崔嵬 、朱荣、胡冰冰、沈薇薇、杨志表
、缪章娟、单曙兵

中国上市公司年报信息采集标准化研究

深圳市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中债金融估值
中心有限公司、惠州城市职业学院

胡为民

黄婵娟、李曙光、马小琼、马彤、陈帝金
、刘克飞、郑喜、陈赛霞、杨璐

银行数字化运营规范研究

中国建设银行

牛继红

张晓丹、孙歌睿、龚黎明、王斌

数据标准化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监测中的应用机
制研究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张黎娜

庞金峰、张艳、王天晰、袁磊、黄琨、李
霞、陈鑫、刘燕青、王艺

中国黄金市场金融标准建设研究

上海黄金交易所

宋钰勤

朱辉、张建福、郭来法、宁联会、张维德
、童刚、罗江、张娜

李曙光

王晓燕、赵芳旭、周培浩、许婷、马征、
张伟宁、黄宇栋、廖廷悟、张钰洲

中国银行

优秀奖

全球法人识别编码在跨境法人数字化身份识别
中的应用场景研究

中国金融电子化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中国人民银
行济南分行、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支、中国人民
银行海口中支、中国建设银行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主持人

课题组成员

金融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体系研究

中国工商银行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刘承岩

夏知渊、徐怡欣、黄炳、王备、王志琪、
楚建波、汪星辰、张宝华、谢军

商业银行客户交互行为信息采集标准化研究

中国银行

张子辉

王鹏晴、栾英英、童楚婕、陈雪秀、刘利
刚、钟华剑、张广斌、李晓东、赵瑞学

金融基础设施客户信息管理标准化研究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周 燕

王冠男、梁恒、冯淳、李杨、高鹏洋、魏
鄞舟、杞易航、高方喆、孙嘉坤

金融基础设施服务质量标准化研究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敖一帆

王冠男、刘彦、王晓波、贺天、杞易航、
王安怡、马秀华、赵佳佳

金融新型可信身份认证标准在银行业的发展研
究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王继武

龚光庆、韩顺顺、王安定、聂朝飞、陈雪
秀、张红喜、吴沅宣、周宇翔、沈超建

金融数据安全存储芯片技术标准研究

中国银联

北京银联金卡科技有限公司、联芸科
技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赵 海

王中军、曹宇、陶然之、张永峰、马哲、
曾小兵、李彦昭、任欢、张宇

银行业高质量发展之ESG指标体系标准化研究

兴业银行

兴业银行

华 兵

苏婷婷、刘霞、林然

大数据数据可理解与统一处理模式研究

中国银行

李瑞生

张子辉、冯波、陈世强、徐雅光、陈雪秀
、刘利刚、韩路、严琳、俞浩

金融标准落地实施举措和长效机制研究

中国民生银行

张国勇

姚坤、李洪伟、辛莹、高宇航、田秀云、
丁智慧

推进金融标准与金融治理融合发展研究

南开大学金融学院

刘澜飚

范小云、王博、李泽广、何青等

金融标准加速数字普惠金融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中国人民银行大连市中支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广东顺德农
商银行

姜风旭

姜宝泉、丁彩虹、周涛、宋思琦、胡沐创
、王博、谭晟、张珩、雷锐

金融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基础架构标准体系探
索和研究

中国建设银行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林磊明

高亚军、李晓栋、郭贞、王荔、王英凯、
舒展、彭云、郝学宇、白阳

金融标准化通识教育与人才培养研究——通识
教育体系与专业教育体系的构建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中国人民银
行青岛市中支、青岛大学经济学院

刘振海

陈海青、吕学梁、宋卓霖、马征、刘妍、
史慧艳、李宪文、韩婷婷、周肖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知识图谱+事理图谱在金融行业的应用研究

中国建设银行

参与单位

主持人
王 雪

课题组成员
付博、庞帅、马宁亚、庄若愚、徐少迪

金融网络安全标准体系研究

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支、山东财经大
学、重庆工商大学、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邮储银行、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
术与认证中心、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金融标准化助推中小银行数字化转型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南通市中支

王 铮

熊育彦、高波、许婷、赵美华、李贵荣、
盛建忠、邓佳雯

刷脸付深度辨识技术标准的研究与应用

中国银联

北京银联金卡科技有限公司

赵 海

杨燕明、梁韶光、谭颖、汪之婴、黄一峰
、王兰、黄梦达、高原、解翀、于虹、李
远

绿色金融标准：跨国综述与对比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
中国人民银行铜川市中支

李 滔

吴一兵、王伯兴、刘杰、康卫东、朱娜

绿色金融评级评估标准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支

王地宁

曾省晖、肖忠、陈强、李海平、陈慧娟、
黄欢、洪欢、彭珊

标准支撑新技术金融行业应用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

曾志诚

胡利明、江山、蒋增增、王丽、曹骏、贾
飞、薛梅、陈明、姚嘉杰

抗量子密码技术金融应用标准体系研究

中国建设银行

复旦大学、银联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扈民区块链科技有限公司、

李 鑫

赵运磊、吴磊、闫立志、李爱宏、陈泽瀛
、陈如钢、隋光烨、任思溟、吴洪祥

银行业反洗钱客户信息采集标准化研究

中国建设银行

文海燕

陈功、李黎、许蓓、樊星、褚佳、尹少青
、刘斯米、陈钊、蒋炜

张文军

王岚、刘贵辉、彭建、蒙力泉、向辉、李
翔、刘宇峰、易青青、汪璟

周自立

侯新兵、王华胜、魏成、王亚东、赵鹏、
李准、王子威

郝 毅

李兆云、张欣、任长清、霍嘉、原普雨、
何灵、战玲玲、叶旻、黄秋莹

疫情引发的特殊时期金融标准化工作思考与建
议

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金融业XBRL技术应用标准化研究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业软件测试框架标准化研究

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甘孜州中支、中国人民
银行广元市中支、中国人民银行资阳
市中支、中国人民银行攀枝花市中支
、中国人民银行自贡市中支

中国银行、交通银行

李 达

谢宗晓、龙柳行海、甄杰、马春旺、董坤
祥、李宽、廖渊、黄帅、魏军

课题名称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主持人

课题组成员

中小银行机构金融标准化建设研究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中国人民
银行乌鲁木齐中支

于 辉

高林、赵海燕、张高远、刘婷婷、刘鹏华
、马晨、屈艳芳、江山、王丽、许建、张
嘉威

PL-COST银行主数据模型的研究与实践

赣州银行

安泰神州管理咨询（北京）有限责任
公司

李徽翡

吴萌、邱新、钟海翔、卢宏、邹瑛、罗毅
、陈岚、陈欣强、钟培声

国际金融组织标准对比研究

中国银行

朱 军

张冏、陈忠、王焰炜、张文、胡晔、曹月
庆、袁帅国、张国柱、陈雪秀

物联网金融的标准体系研究与探索

中国建设银行

建信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王立新

李巍、杨晓勤、于师瑶、李文、高姗、郭
贞、刘洋、周波、吴孟晴、刘博

分布式数字身份技术标准研究

中钞信用卡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

张一锋

平庆瑞、潘镥镥、练娜

国密标准化促进金融信息安全研究

重庆银行

隋 军

李悦、顾方方、姜永洪、何敏、李蔚、廖
宏志、钱涛、龚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