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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国务院设立了三家政
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Exim)，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ADB)和国家开发银行(CDB)。这些政策性银行担负着促
进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为中国队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
金支持，以及促进出口和食品生产的职能。实质上，它们
是中国政府背后的财务能力，赋予政府实施其的国内和国
际议程的能力。这些政策性银行中规模最大且最具影响力
的银行是国家开发银行。4
最初国家开发银行是作为一个政府部门而进行运营
的。它根据政府的指示发放贷款，并且它的债券是由其他
银行根据政府的指示进行购买。此外，由于它被认为只是
中国政府内部的一个部门，其财务控制比较松散。根据亨
利•桑德森和迈克尔•弗西斯在他们的《中国的超级银行》
一书中的描述，政府官员将它们的职能视为更像是政府的
一个支付代理，而不是一个银行。此外，对于国家开发银
行的员工来说，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为了立即向他们
访问的城市或乡村提供贷款，他们在出差时会携带大量现
金（有时高达 10 万元）
，这是很寻常的。大多数的这些员
工不是专业的银行家。相反，他们是对银行业务知之甚少
的行政人员，工程师和前任官员。因此，他们会经常借出
资金，就像从政府分配的一样，不用偿还，而不是作为资
产证券化的贷款。结果，在此期间不良贷款(NPL) 膨胀，
中国的整个银行体系基本上无力偿还债务。

Miromar Lakes, FL 33913 USA

T. 239.823.1151

F. 239.590.3026

www.thornhillcapital.net

1

April 2013 China Newsletter

20 世纪 90 年代，不良贷款急剧增
加的另一个原因是此时政府指示其国
有银行向需要大量资金来实现持续增
长的国有企业(SOE)，政府拥有的公司
提供大量贷款。其中产生的问题是国有
企业被计划为除了应生产政府指定的
产品外，还应雇佣尽可能多的就业人口。
它们与精简和有效的企业模式是相悖
的。但是，对于中国政府来说，那不是
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相反，政府认为通
过实现大量人口的就业，并保持最低限
度的失业率，就可以促进社会稳定与和
谐。事实上，国有企业获利很少或没有
盈利，并且在之后的年度中出现甚至亏
损的情况，对于政府来说这没有比通过
创造就业来确保国内安定重要。因此，
由于政府指示国家开发银行继续向国
有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由于国有企业不
能偿还贷款，不良贷款不断增加。 据
估计， 在此期间， 整个中国银行体系
的全部贷款的 40%，或中国国内生产
总值（9.4 万亿元）的 110%为不良贷
款。1
由于意识到为了确保国家最大的
政策性银行的稳定必须迅速采取一些
措施，1998 年政府任命中国人民银行
（相当于我们的中央银行）的副行长陈
元担任国家开发银行的董事长。陈元立
即开展工作，在国家开发银行内部创建
了一种新机制并在员工中逐渐灌输银
行业思维方式。他不想让国家开发银行
成为他所称的“政府的自助提款机”，
他制定政策，在经过内部信用评级，信
用评估以及西方银行很早以前就实行
的其他流程后，根据价值单独评估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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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此外，他取消了审计部门的贷款
审批权，转而设立了单独贷款官员来实
施风险审核流程。国家政府还通过购买
1000 亿元的国家开发银行的不良贷款
来帮助陈元实施重组工作。不良贷款中
剩余的 217 亿美元被转化为违约公司
的股权，国家开发银行成为违约公司的
股东。陈元重组的结果非常显著。在很
短一段时间内，银行走向盈利。1
政府将国家开发银行的财务健全
认为是其国内政策以及其在全球范围
内扩大其影响的未来计划的重要组成
部分。事实上，国家开发银行是国家国
内基础设施扩张以及获得推动该扩张
需要的重要自然资源的关键。在完成这
个目标的过程中，国家开发银行为中国
政府认为符合国家利益的项目提供资
金支持。在这方面，它支持国家的宏观
经济政策，以及其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
方面的战略性结构转变。例如，当政府
想扩大其自然资源和在国外的基础设
施时，国家开发银行为中国国家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CNPC)提供了$300 亿
的信用额度。这样做不仅帮助政府增加
了其对自然资源的获取，同时也帮助了
中国国家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国际
上变得更具竞争力。2, 3
随着时间的发展，政策性银行作为
中国国际政策的作用不断延伸扩大。今
天，中国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全球放款人，
能够通过国家开发银行及其较小规模
的政策性银行实施其政治意愿并扩大
其经济影响力。事实上，通过政策性银
行，中国已经向国外借出的资金已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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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世界银行集团的同等部门。
2009-2010 年期间，中国向所有发展中
国家借出的资金高于世界银行借出的
资金。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以及较小规模
的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在此期间向发
展中国家政府和公司借出了$1,100 亿。
同期世界银行借出了$1,003 亿。中国
最大的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开发银行，拥有$9,800
亿的资产。它也是中国最大的贷款机构，
在世界上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具有
$2,100 亿多的未偿贷款。3, 6, 10
国家开发银行还向外国政府和外
国能源公司扩大了信用额度。通过这样
做，其确保了这些贷款由相关公司或国
家的自然资源储备作为担保，通过向中
国某家国家石油公司销售石油和天然
气的方式而获得还款。这对于中国政府
来说是一种双赢，因为它确保可以长期
获得其快速发展的经济所需的重要自
然资源，向它提供了一种由有价值的自
然资源作为担保的低风险贷款，并扩大
了中国政府及其相关国有企业在世界
上的影响。如果国家开发银行向外国政
府的基础设施项目借出资金，国家开发
银行将会规定大部分的（如果不是全部）
设备或劳动力将要由中国公司提供。3
中国扩大其国际影响的一个事例
是委内瑞拉。自 2007 年以来，中国向
委内瑞拉借出了$425 亿元，由其石油
储备的收入作为抵押。根据彭博咨询公
司（Bloomberg）的查理•德弗洛报道，
委内瑞拉的贷款占国家开发银行国外
贷款的 23%，高于美国在 200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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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间因重建伊拉克而花费的$290 亿
元。这些贷款加大了中国在委内瑞拉的
影响，除了获得大量石油外，向委内瑞
拉提供的大量贷款通过与中国国有公
司达成合同的形式得到了偿还。这些公
司包括中国石化公司和中国最大的石
油和天然气制造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类似的石油换贷款的项目也在
厄瓜多尔进行实施，厄瓜多尔的以石油
作为抵押的贷款共计$73 亿元，或厄瓜
多尔政府预算的三分之一。3, 5
国家开发银行的以能源作为抵押
的贷款与中国政府及其国有企业有着
紧密联系。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和既
定化的长期战略性规划，旨在进一步实
现中国政府在各个国家地区的目标，增
强其获得能源的能力，以及支持国内中
国公司的发展。7, 10
国家开发银行进一步实现政府的
国家目标的另一个方面是通过为中国
公司提供收购资金来收购外国技术公
司。随后，这些收购将使中国公司，甚
至于中国政府获得被收购公司的技术
和知识产权。由于中国的工资继续增长，
政府正致力于实现我国从简单的低成
本生产国到也向其他国家提供技术和
知识产权的多样化转变。在这方面的努
力，资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家开发银
行提供的，中国公司正在世界范围内收
购公司并在国内整合他们新收购的技
术。7, 10
中国自很久以来就将使用非洲的
自然资源，农业和劳动力市场认为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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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国内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与
西方国家相比，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欠发
达，中国在非洲采取的方法与其在欧洲
或拉美地区有所不同。在非洲，中国设
立了中非发展基金(CADF)来对那些贸
易和经济活动已经延伸或即将延伸至
非洲的中国企业进行投资。这不同于经
济援助，因为中非发展基金是对项目进
行投资，理论上来说需要获得投资回报。
基金的最初投资将会涉及农业，制造业，
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以及由在非洲的
中国企业设立的工业园。8
国家开发银行不仅向海外项目提
供资金支持，而且也向国内项目提供资
金。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向上海浦东国际
机场，南水北调项目，三峡大坝，以及
提供经济刺激的其他项目（例如机场，
道路和高铁）提供了资金。2, 3 国家开
发银行为国内以及内部项目提供的资
金主要是通过向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和外国市场中的机构投资者发行长期
债券而获得的。3
在全球金融世界中，国家开发银行
是一个游戏规则改变者。其庞大的规模
和可用的资金使其能够支配其选择的
任何细分市场。我举一个美国进出口银
行（US Exim bank）行长弗兰克•赫希
贝格使用过的事例，美国进出口银行的
规模相当于中国政策性银行的一小部
分，这个事例使赫希贝格彻夜难眠。赫
希贝格失眠的一个时刻是由华为公司
造成的，华为是由一名退休的军官
1987 年在深圳成立的一家电信公司，
华为直到 1996 年才开始出口其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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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国家开发银行向
华为公司提供了一笔$300 亿元的信用
额度。这笔资金的获得使华为能够降低
其资金成本并以优于其竞争对手的利
率和条款向买家提供资金支持。赫希贝
格说，“七国集团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
不能提供接近于国家开发银行水平的
资金额。”今天，华为成为中国最大的
电话设备制造商和世界第二大电话设
备制造商（仅次于爱立信公司），其收
入的 65%来自中国以外的市场。1, 9
亨利•桑德森和迈克尔•弗西斯还
指出，国家开发银行的信用额度通常用
于卖方融资。他们举了一个巴西通信公
司(TNLP)的事例，TNLP 是巴西最大的
输送线路公司。当 TNLP 在 2010 年寻
求购买设备时，华为具有一个超过其竞
争对手的即时优势。他们能够给 TNLP
提供一个两年的付款宽限期以及比伦
敦银行同业拆解利率(LIBOR)高出 2%
的利率。当时这些条件给 TNLP 提供
了一个大约 4%的有效利率，当时其他
巴西公司支付的债务利率为大约
5.99%。类似地，位于墨西哥城的 Movil
公司寻求$10 亿元来升级他们的移动
网络时，Movil 公司 CFO 卡洛斯•加西
亚•莫雷诺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1
今天，国家开发银行继续担当着中
国全球扩张的中坚力量。它是中国政府
的财务部门，促进国内以及国际的发展。
通过这样，它展现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
议程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
如果想获得更多关于中国的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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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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