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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观察 ｜

国际合作 ｜

IFN COMMENTS

丝路基金之重

发挥民企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

谈“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动脉，丝
路基金的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一带一路”
重大工程项目

丝路基金，2014 年底，中国出资 400
亿美元设立， 首期注册资本金 100 亿美
元， 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方式为共建
“一带一路”提供资金支持。
丝路基金成立后， 首单投向了中巴

民企参与，可以采取项目联合投标、总包、分包、借
鉴国内 PPP 模式与国企合作成立项目公司等方式。 ”

经济走廊框架下的清洁能源。 随后，支持
三峡集团在巴基斯坦建设卡洛特水电
站； 支持中国化工集团并购意大利倍耐
力轮胎公司； 购买了俄罗斯亚马尔液化
天然气一体化项目 9.9%的股权并提供贷
款； 与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加工及石化
产品公司西布尔签署了收购少数股权的

黄小鹏

交易协议； 携手哈电集团投资迪拜哈翔

国资本不仅需要国企参与，而且需要民
营企业的参与，多方参与，“共商共建共
享”才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精神。 但

理的整个过程中， 引入对成本核算更加

从目前的进展看，在“一带一路”中承担
主要角色的，特别是承担主要项目的还

项目， 民企的态度可以成为重要的参考
指标。 韩国现代集团等一些私营企业历

是国企特别是央企。 据国务院国资委主

史上就曾经是东南亚、 中东等地区项目

敏感的民企参与， 将有助于确保项目的
整体运作效果。 对一些风险不易评估的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三年以来，国际社
会广泛关注、积极响应。 三年来，作为“一带
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项目以及产能
合作留下一行行坚实的足印。

中国—阿曼产业园项目
4 月 19
日， 中国—阿
曼（杜库姆）产
业园奠基典礼
在阿曼杜库姆

清洁燃煤电站项目； 与世界银行集团所
属 IFC 开展基金合作， 推动在亚洲新兴

正在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 让人们有机会总结过去两三年

任肖亚庆透露， 过去三年内，21 家中央
企业投资了 100 个重点项目，26 家中央

建设的行家里手， 中国应该也有不少这
类具有丰富经验的民营企业。 吸引这类

经济体产业投资。
丝路基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琦

“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成果，并探讨下
一步合作的方向， 并打造一批具体的合

企业参与了 1576 个项目建设， 分布在
基础设施、能源、产能合作和园区合作

企业参与， 或将项目由国企与这类民企
合作，通过利益捆绑、风险共担，有利于

透露， 截至目前， 丝路基金已实现了 15
个项目签约，承诺投资金额累计达 60 亿
美元，投资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俄

作项目。

等领域。 另外，有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和

防止央企盲目追求形象工程和政绩，最

“一带一路”倡议要想取得良好的效
果， 在这一倡议下推动的各项国际合作

今年以来，中国资本对“一带一路”范围
内的国家和地区投资有所下降。 从最近

终造成巨大浪费。
在“一带一路”中引入民企，也能起

蒙、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及欧

要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做到经济效益
与政治愿景的结合。 任何经济建设只有
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才是可持续发展

的媒体报道看，“一带一路”倡议正在邀
请更多的外国资本参与，包括欧美资本
在内的一些外国资本予以积极回应。 这
更凸显出吸引中国国内民企参与“一带

到拓展民企发展空间的作用。 随着中国
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民营资本同样需
要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一带一路”地区
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能， 能为民企提供

一路”的重要性。
正如肖亚庆曾表示的那样， 企业参
与“一带一路”主要还是根据经济效益。

新的发展空间， 分散风险也是一些民企

土耳其

的内在要求。 至于民企参与，可以采取项
目联合投标、总包、分包、借鉴国内 PPP

Kumport 码 头
位于马尔马拉

但不可否认的是， 国企在利润方面天然
地不如民企敏感， 自我约束也不如民企

模式与国企合作成立项目公司等方式。
总之， 形式上可以不拘一格， 但务求效
益，务求可持续发展。

海西北海岸的
Ambarli 港 区

洲等地区，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
合作、金融合作四大领域均有涉足。
此外，丝路基金还单独出资 20 亿美
元设立了中哈产能合作基金。 粗略估算，
目前丝路基金所参与项目涉及的总投资
额已达 800 亿美元。
丝路基金监事会主席杨泽军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表示， 丝路基金重点跟踪项
目已有 100 多个， 重点关注俄罗斯、中
亚、 孟中印缅以及东南亚等地区，2017

的，同时，有些项目从短期看缺乏经济效
益但具有长远的战略价值， 比较适合由
富有政治远见的国有企业承担， 但长远
战略价值最终还是要体现为经济价值。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
倡议，不仅需要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的
参与， 而且也需要欧美资本的参与，中

强，如果从项目立项、项目运作和具体管

据《国际金融报》记者了解，对于一

持三峡集团投资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
项目、 联合中国化工收购意大利倍耐力

游区，预计投产项目 35 个。

央企收购土耳其 kumport 港

内， 是土耳其
第三大集装箱码头。 目前其集装箱吞吐能力
为 184 万标准箱，并可以进一步扩建至 350

年，投资规模有望保持前两年势头。
些资金需求量较大的项目， 丝路基金采
用了“股权+债权”相配套的方式，例如支

经济特区举
行。 产业园占地 11.72 平方公里，拟建项目
规划总投资 670 亿元人民币。 产业园区将分
为重工业区、轻工业综合区、五星级酒店旅

“一带一路”的金融动脉

公司、 参与亚马尔液化天然气一体化项
目、 支持哈电国际投资阿联酋迪拜哈翔

万标准箱。 中国远洋集团下属中远太平洋有
限公司与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和中投海外
直 接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于 2015 年 收 购 了
Kumport 集装箱码头约 65%股份。

帕德玛大桥及河道疏浚项目

清洁燃煤电站项目。

进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 另一方面亚马
尔项目是中国完整参与 LNG 开发全过程

银行的使命

帕德玛大
桥河道整治工
程施工区域位
于帕德玛主桥

的项目， 在此之前 LNG 高端设备制造被
西方垄断， 这是中国能源发展战略的关

资金融通， 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

键一步。

行都不能缺位。
国开行是“一带一路”的金融支持大

风控“哲学”

户。 截至 2016 年底，该行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累计发放贷款超过 1600 亿美
元，余额超过 1100 亿美元，占全行国际
业务余额 30%以上。
目前国开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储备项目 500 余个， 融资需求总量 3500

行，对项目的风控管理是必修课。
前述国开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
亚马尔项目中， 国开行积极研究有效防
范制裁风险的商务条款，首创性设立‘最

多亿美元； 工行则储备了近 300 个商业
前景较好的重大项目， 涉及总投资金额

高限额动态油价担保机制’，既降低项目
融资负担， 又加强对贷款资金安全的保

2000 多亿美元。
作为商业银行的代表，截至目前，中
国工商银行已支持“一带一路”项目 136
个，承贷金额 400 亿美元，涵盖电力、交
通、油气、矿产、电信、机械、园区建设、农
业等行业。 此外，中国工商银行牵头成立
了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并设

障， 有效构建了抵御行业周期风险的融
资结构。 ”
丝路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的
外汇储备，对防风险高度重视。

选项目，争取各相关方绑定共同利益，确

挝境内段磨丁
至万象铁路组

立中国－中东欧基金。
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潘光伟

保各方权、责、利的统一，并在投资协议
中明确所投资金有对应的风险覆盖和安

成，昆明至玉溪段年内即将开通；玉溪至磨
憨段正加紧建设，其北起玉溪，南至中老边

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在支持“一带一
路”建设中，政策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等
各类金融机构将逐步建立功能互补、优
势特色明显的开放性金融支持保障体
系，以提供长期的、市场化的、互利多赢
的金融保障支持。
开发性金融机构贷款期限长、 保本
微利、不需要政府补贴，资金是政策性、
开发性的资金，具有先导和示范作用，也
有人才技术优势。
而商业银行的优势是筹资渠道多
元，可吸收存款，可发行专项理财计划，
也可向全球发行债券。
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丁向群公开表

排。

境口岸磨憨，正线全长 509 公里；老挝境内
段磨丁至万象铁路全长 418 公里， 于去年
12 月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奠基仪式。

无论是亚投行、 丝路基金、 还是银

丝路基金针对不同类型的项目还设
计了相应合理的退出机制。

东方 ＩＣ 图

游、产、供、销全产业链上的合作。
可是，2014 年下半年，国际原油价格

三，从商业角度上考虑，风险与收益达到
合理平衡； 第四， 项目要支持可持续发
展。
股权结构优化后，融资路如何走？
在美元融资渠道中断、 西方金融机
构退出的背景下，2016 年 4 月，以国家开
发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为代表的中方
金融机构为项目提供了 120 亿美元等值
超大额融资，整体融资占比超过 60%，占
项目总投资 1/3，为项目顺利推进提供了
关键的资金支持。

出现断崖式下跌，加之汇率风险，俄方股
东担保能力不足， 使该项目风险愈加突
出，融资问题成为项目成败的关键。
2015 年 12 月，丝路基金投资亚马尔

一位国家开发银行国合局工作人员
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亚马尔项目融
资开创了多个“业内之最”，是近年来项
目融资额度之最、 交易结构复杂程度之

项目，获得 9.9%股权，诺瓦泰克的股权减
少至 50.1%。

最、参与方数量之最、融资时长之最。
“按照项目建设计划，三条 LNG 站线

丝路基金选择项目的标准是什么？
金琦认为， 首先要符合投资所在国
家和地区的发展战略；其次，选择的项目

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投产，
首条 LNG 站线将于今年年中正式投产。”
上述国开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对于中
国而言， 一方面亚马尔项目将进一步促

“亚马尔”样本

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是全球最大
的液化天然气（LNG）项目，最初是由中、
俄、法三国能源巨头中石油、诺瓦泰克、
道达尔共同发起。 诺瓦泰克作为控股股
东持股 60%， 中石油和道达尔分别持股
20%。
作为中俄两国近年来最大的经济合
作项目， 亚马尔项目是中俄第一次在投
资、融资、建设、管理四维度和上、中、下

要包括河道疏浚和河岸防护，工程疏浚量近
1 亿立方米，河岸防护段长 13 公里，工期 4
年。 据报道，中国电建对该项目中标金额约
为 11.13 亿美元。

中老铁路（玉溪-磨憨-万象）
中老铁路
由国内段昆明
至玉溪、 玉溪
至磨憨段与老

金琦表示，在项目选择和评估中，丝
路基金以较优质的投资回报来衡量和筛

示， 国开行的优势是长期致力于基础设
施、基础产业和重大项目的建设和发展，
与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方都建立了密切
的联系，这有利于政策对接。

在涅涅茨语里，“亚马尔” 的意思是
“天涯尽头”。
亚马尔半岛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平
原西北部北极圈内， 最低温度零下 52
度，拥有丰富的天然气储藏。

上下游、 帕德
玛河两岸， 作
用是保护岸堤和大桥免受侵蚀，施工内容主

应支持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能合作；第

据金琦介绍， 商业性较强的项目将
通过上市并达到投资回报预期要求后退
出； 具有公共属性的基础设施建设类项
目一般采取 BOT 或 PPP 形式， 在项目建
成并运营后， 通过向当地政府转让实现
退出；有的项目是通过企业主体回购、公
开上市、股权转让等方式退出。
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董
事长罗光表示， 当前，“亚洲各国的信用
评级机构大部分只具备本土作业能力，
各国对评级的监管体系、评级标准、信用
等级等均存在较大差异， 对跨国金融机
构使用各国的信用评级服务， 以及各国
使用境外信用服务的需求 者构成了障
碍。 ”
近日， 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撰
写的《“一带一路”倡议的金融支持》报告
认为，在“一带一路”沿线金融监管合作
方面，央行积极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巴
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及其下
设工作组的工作， 继续在东亚及太平洋
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机制下加强区域
经济金融检测， 不断完善危机管理和处
置框架。
截至 2016 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与
42 个境外反洗钱机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
录，中国银监会与 29 个“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金融监管当局签署了双边监管合作
谅解备忘录或合作换文， 中国保监会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签监管合作谅解
备忘录， 并成立亚洲保险监督官论 坛
（AFIR）。

中国—白俄罗斯工业园
中国—白
俄罗斯工业园
位于白俄罗斯
首都明斯克近
郊， 中方股东
为中工国际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和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占 60%股份；白方股东为明斯克州
政府、明斯克市政府和白俄罗斯地平线控股
集团公司，占 40%股份。 工业园位于明斯克
国际机场附近，总用地面积 91．5 平方公里，
一期工程用地面积 8．5 平方公里。

中缅天然气管道项目
中缅油气
管道是继中亚
油气管道、 中
俄原油管道 、
海上通道之后
的第四大能源
进口通道,包括原油管道和天然气管道。 按
照规划，中缅油气管道起点在缅甸西部港口
城市实兑，终点在中国云南省会昆明，全长
约 2380 公里。 油管的年设计输送能力为
2000 万吨。 2013 年 9 月 30 日，中缅天然气
管道全线贯通，开始输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