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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银行在中国经济和它们的经济政策中都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事实上，商业银行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主
导力量，甚至是在确定定价方面。中国的银行体系的主要
特点是卡门•M.•莱因哈特、雅各布•F.•柯克加德和 M•贝
伦•史班西亚所说的“金融抑制”。3
在放松管制的市场环境中，当政府实施政策引导本应
自由流通的资金流向，就会发生金融抑制。政策包括通过
受控制的国内听众（例如养老金或国内银行），显性或隐
性的利率上限，更严格的跨境资本流动监管，以及（总体
上）政府与银行加强紧密联系，不管是通过将某些银行的
公有化或通过大量的“道德劝说”，更具导向性地向政府
提供贷款。
金融抑制有时也与相对较高的准备金要求（或流动性
要求），证券交易税，禁止黄金购买，或巨大数额的不可
流通的政府债务的安置相联系。金融抑制问题是在政府为
了确保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全而做出的大量工作努力的过
程中产生的。3
中国的四大银行占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持有的 15 万亿
美元金融资产的 60%，这四家银行为：中国银行(BOC)，
中国建设银行(CCB)，中国农业银行(ABC)，以及中国最
大的银行，中国工商银行(ICBC)。这四家银行持有所有居
民存款的 58%和所有公司存款的 50%。此外，对中国的
银行体系有深入研究的卡尔•沃尔特和弗雷泽•豪伊表示，

Miromar Lakes, FL 33913 USA

T. 239.823.1151

F. 239.590.3026

www.thornhillcapital.net

1

February 2013 China Newsletter

中国银行是在中国进行的所有融资的
主要力量。例如，2007 年，在全球金
融危机前，中国的股权融资募集了
1230 亿美元的资金。同时银行贷款总
额达到 5300 亿美元，债券市场中发行
的债券也达到 3550 亿美元。在中国，
银行承担和持有 70%以上的全部固定
收入债务。在中国，银行就是一切，政
府是知道的。1
同时，外国银行在国内金融资产总
额的占有比重不足 2%，由于外国银行
正在清算它们大部分的中国投资，这个
数字可能还会下降。美国银行通过在
2005 年签订了一项 30 亿美元的协议
而获得了中国建设银行 9%的股权，其
将该投资视为一种他们获得数百万中
国投资者的方式。他们不是对中国银行
的唯一投资者。2004-2009 年期间，外
国银行向中国的银行投入了 330 多亿
美元。但是，最近美国银行已将其建行
股份减持至 1%左右，高盛集团和汇丰
控股公司也在开始减少它们的投资。
最近外国机构减少对中国国内银
行的投资的一个原因是更加严格的资
本规则，包括使少数股权变得不再那么
具有吸引力的巴塞尔协议 III（2013 年
推出的关于银行资本充足性的全球监
管标准）。
《华尔街日报》解释说，如果
某个银行在其他金融机构的少数股权
总额超过其自身核心资本的 10%，那
么必须从其自有资本中扣除超出限值
的数额。此外，如果银行持有另一家金
融机构 10%以上的股权，那么这笔投
资最高 100%的部分都有可能从它自
己的核心资本中扣掉。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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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实证明对中国的银行和金
融服务公司的投资是非常有利可图的，
因为美国银行确实从对中国建设银行
的投资中获得了一笔可观的利润，汇丰
银行在一家中国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
司）中持有的股权在持股的十年期间增
长了六倍多。事实上，很多外国银行都
只是作为一种纯粹的投资而持有中国
的银行的股权。例如，汇丰银行继续持
有交通银行的 19%的股权，按照资产
总额来说交通银行在中国的银行中排
名第五。西班牙的 CaixaBank 银行拥
有香港东亚银行 16.1%的股权，德意
志银行拥有华夏银行（一家中型规模的
中国银行）19.99%的股权，以及法国
巴黎银行拥有南京银行 14.7% 的股
权。12
但是，尽管可以获利，银行可能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售他们在中国银行
中的大量股权，特别是巴塞尔协议 III
在 1 月 1 日生效后。银行发现出售少
数股权可以提高它们的资本率，尤其是
因为很多银行发现它们的投资可能不
会出现它们过去获得的增长。此外，它
们购买中国的银行的少数股权的最初
原因是与大量的中国银行客户建立联
系，但这个最初目的从来没有得以实现。
基于这些原因，中国银行中的外资所有
权可能会下降。12
多年来，中国银行经历了一些重大
变革。在 1949 年中国革命后，中国寻
求创建一个集中的银行体系。由于当时
与外国的联系非常有限，毛泽东寻求获
得苏联顾问的帮助。但是，进展是缓慢
的，并且在 1957 年，毛泽东对苏联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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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感到了厌倦并令他们回国。次年，毛
泽东发起了大跃进运动，这是一个旨在
将中国从一个农业社会转变为一个更
加工业化和集体化社会的计划。由于毛
泽东寻求通过控制农业来资助中国的
工业化，不允许进行私人耕种，实行集
体化，从而允许国家以低价购买并且以
高价出售。但是，集体化导致了混乱，
中国的粮食供应大幅度减少，结果导致
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毛泽东在
1959 年辞去国家主席职务，邓小平开
始对经济采取了有效的控制。1966 年，
毛泽东发起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
个清除中国社会中反革命因素的计划，
使国家陷入混乱，直到毛泽东于 1976
年去世。由于国家动荡，关注于国家的
银行体系没有被当做一个优先任务开
展。1, 8
中国的现代银行体系真正开始于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当时，中国
没有功能银行。银行在当时是根据中国
最亲密的盟友苏联的银行模式，由省党
委控制。中国出于所有意图和目的破产
了。当时没有国家经济，只有中国共产
党(CCP)共同持有的集合封地。
渐渐地，由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
策，中国对外来影响变得更加开放，但
是对国家的银行体系进行的改变却非
常缓慢。无法控制的贷款和腐败变得普
遍，通货膨胀率上升到近 20%。例如，
1988 年，有 20 家银行机构，745 家信
托和投资公司，34 家证券公司，180
家典当行，以及数目不详的金融公司遍
布中国。此外，各级政府建立了各自的
金融实体，工作人员没有受过良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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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不明确。高层官员的任命由中国共
产党控制，大多数是政治人员。国家没
有单独的银行决策者和中心。相反，各
级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制定金融政
策。
直到 1990 年中国才放弃了苏联模
式并建立了一个主要基于美国的模式。
新银行法律，会计规定和独立的中央银
行给国家的金融机构带来了快速变化。
当时美国被视为金融智慧的缩影，美国
的银行惯例在中国被广泛采用。所有这
些在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发生了
变化。美国模式在中国失去了所有的信
誉，银行出现了广泛的借贷狂潮。仅在
2009 和 2010 年，中国的银行就借出
了超过 20 万亿人民币。1
今天，中国的银行体系由中国人民
银行(PBOC)管控，不要与中国银行
(BOC)混淆。PBOC 是中国的中央银行，
负责监管金融机构和控制货币政策。
PBOC 成立于 1948 年，在 1949-1978
年期间负责中央和商业银行业务。
1979 年，政府打破了这种“一体化”
的银行体系，实行银行专业化。PBOC
的商业银行功能被分配给四个独立的
国有银行。第一个被分离出去的是提供
农村金融服务的中国农业银行。第二个
是提供外贸付款、结算、贸易融资和运
输保险的中国银行。第三个从 PBOC
中分离出去的是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后
更名为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专
门负责大规模的基础设施融资。最后一
个是在 1983 年被分离出去的中国工商
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接管了 PBOC 的
所有工业和商业的银行业务和服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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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储蓄业务。它随后成为中国最大的银
行。因此，1984 年，中国形成了一个
中央银行和四个专业银行的体系。他们
终于创造了中国银行体系的稳定。
随后，在 1989 年，中国的增长发
展很快以至于每个省都想立即发展自
己。为此，它们需要资金支持。此外，
政府对各省很难进行控制，通货膨胀和
粮食价格飞涨。就在此时中央政府试图
控制通货膨胀并意识到专业化银行不
是真正的商业银行，因为这些银行是在
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经营业务的。因此，
1994 年，政府成立了三个政策银行。
成立的第一个政策银行是国家开发银
行，现在称为国家开发银行(CDB)。第
二 个 银 行 是 中 国 进 出 口 银 行
(Eximbank)。第三个是中国农业开发
银行(ADBC)。这三个银行对于中国银
行体系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政府
将政府主导的贷款业务转移到了这些
银行，从而使专业银行可以集中开展商
业贷款业务。10
1998 年，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进
行了现代化改革，取消了它的地方和省
级分支机构，转而建立了九个地区分支
机构，加强了其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
方面的作用。目前地区分支机构的职能
是为某些省份提供服务。因此，这种新
结构结束了省级银行因受到政府官员
的不当影响而发放那些不应发放的贷
款的能力。5,6,7,10,11
此外，为了继续对银行体系进行改
善，财政部向四家商业银行注资 325
亿美元以增强它们的资金能力。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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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
央银行，资金储备为 3.201 万亿美元。
但是，政府仍然知道它在不良贷款方面
还存在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如何处理这
些问题。在进行了大量内部争论后，中
央政府决定从国家的四家商业银行中
拿出 1690 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并将这
些贷款纳入到资产管理公司(AMC)中，
资产管理公司类似于美国的重组信托
公司(RTC)，RTC 是美国政府控制的一
家负责清算储蓄资产和贷款的资产管
理公司。5,6,7,10,11
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同，未经
中国共产党的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不能
做出关于货币政策的决定。中国人民银
行所做的任何公告必须融入政府维护
社会稳定的计划。5 中国人民银行接受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的
监管。在中国，所有决定都产生于政府，
没有独立的决策机构能够在未得到中
国共产党的同意下制订政策。中国共产
党决定着中国的银行体系的运行方式，
该体系体现在国家的现有银行模式之
中。
此外，中国的银行体系的资本化程
度较弱，权益与资产的比率为 6%。此
外，根据《经济学人》，关于中国的银
行体系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
题是不良的地方政府债务。第二个是不
良的房地产贷款。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余波里，中国在
地方政府融资中发起了的基础设施建
设热潮，资产负债表外实体绕开借款禁
令。地方政府债务被认为价值约 1.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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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其中 20% - 30%的债务为不
良债务。为了试图控制这笔巨额的不良
政府债务，国家政府已经指示银行展期
这些贷款并在当地发行地方债券。4
尽管如此，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存
在问题。这些问题包括：9, 10, 11
国有企业(SOEs)的不良贷款：国
有企业在创建之初并非属赚钱的机器。
相反，他们的目的是使大量人口实现就
业，创造社会稳定的基础。每个人都会
有一个工作。因此，向国有企业提供的
贷款通常是基于政治标准，而不是商业
标准。事实上，向国有企业提供的贷款
的数额非常巨大，占到所有中国的银行
贷款总额的 90%。因此中国银行通常扮
演的是向国有企业提供定向政府补贴
的代理人的角色，而不是一个谨慎的出
借人的身份行事。此外，国有企业经常
会使用银行贷款并将资金投入到其他
公司。例如，一个国有企业从银行获得
贷款，然后以较高的利率将贷款转借给
没有资格获得贷款的较小公司，这种情
况是很常见的。国有企业因此通过借出
的资金获得了利率差，并提高了其底线。
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一个问题是国有
企业从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借出了如此
大量的资金，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资金向
那些需要贷款的所有公司提供贷款。从
而，这些公司通常被迫以明显高于传统
银行贷款的成本向国有企业，影子银行
家，或对等机构借款。因此，很多这些
规模小的公司已经倒闭了，因为其资金
成本使它们很难获得成功。
房地产开发商的贷款：尽管政府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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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把向房地产开发商提供的贷款降至
最低，但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是不断获得
贷款。当这种情形出现时，为启动项目
而获得了银行资金的开发商通过传统
的预售房屋的方式获得了资金，然后它
们使用这些资金作为抵押来获得更多
的房地产贷款。但是，由于经济出现变
化，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出现了变化。某
些开发商和银行贷款官员很快发现经
济出现回落，加上政府实施了更加严格
的法律，这对购买第二套或更多套住房
进行了限制，导致很多开发商破产。当
没有准备好资金就促使项目开工后，开
发商通常由于缺少项目资金而不得不
放弃工程。因此，在这一期间出现了大
量未完工的工程项目。
腐败：腐败仍然是一个问题，例如，
一家银行报告说发行了 4700 项虚假抵
押贷款，价值超过 1.69 亿美元；另一
个报告说发行了 3700 项虚假抵押贷款，
价值超过 9500 万美元。
盗窃：盗窃是一个主要问题。在哈
罗德•奇和克里斯•韦斯特给出的一个
范例中，一个中方合资伙伴为了向中国
政府做出一种善意的姿态，从一家中国
的银行取得了一笔贷款。公司计划在数
年后偿还贷款，银行指派某人专门处理
这笔账目。18 个月后，银行说贷款经
理已经死亡，也没有公司进行月度还款
的记录。显然，公司认为是银行员工拿
走了还款。公司的一名员工后来在当地
一家购物商场购物时看到了“死亡”的
银行人员。
坏账：据估计，30%的由中国的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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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所提供的贷款（或约为 1500 亿美元）
都是坏账。但是，一些人估计这个数字
太低，真正的数字可能高达 5000 亿美
元。相比而言，加拿大的银行产生的平
均不良贷款率约为 2%。
当中国成为世贸组织(WTO)的成
员时，它同意在 2007 年前对外国竞争
开放其金融市场。很多外国银行期待着
这些向外国人开放的市场，他们投入巨
资来扩大他们在中国的网络，主要集中
于中国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但是，外
国银行没有得到他们预期水平的政府
支持。相反，现在它们在 2008 年金融
危机后得到了较少的政府支持，因为中
国共产党目前视外国金融模式为无响
应。此外，政府没有打算完全允许外国
银行联系它们国内人口。外国银行进入
中国的目的是赚钱。国内银行是服务于
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此外，它们把控着
银行贷款的投向，以便政府能更好地控
制经济，通货膨胀和国内稳定。1, 2
中国政府知道他们银行体系的稳
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社会

稳定，以及他们的执政。对于他们的所
有财富，中国的银行不像人们想象的那
样积极推行国际扩张。一个原因是他们
没有采取传统银行的运营模式。而是，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关注于内部银行
资源的政府的控制，以增强国内稳定。
此外，贷款的偿还对于一家中国的银行
来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为很多贷
款是在政府的指示方向下提供的，并且
如果这些贷款未被偿还，那么银行不会
由于不良贷款承受责任。最后，不良贷
款不会都被中国的银行进行公开。关于
不良贷款的很多问题没有进行报道的
事实导致资产负债表中的数据比实际
数据要好。就本身而言，政府希望其持
续的经济增长会对解决银行问题大有
帮助，这些问题将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
消失。从其目前 8%的增长速度来看，
这种情况非常可能会实现。1, 9
如果想获得更多关于中国的简报
和博文，请访问 Thornhill Capital 的网
站 ， 网 址 为 www.thornhillcapital.net
和 http://thornhillcapital.info/，或发送
电子邮件至 info@thornhillcapital.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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