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银行一直是两岸及香港经济金
融合作的支持者，致力于促进两岸及香港
共同发展。

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在 4 月 22 日
举办的“两岸及香港《经济日报》财经高峰
论坛”上指出：“一带一路”是千载难逢的
机会，有重大商机和可持续性，两岸要共
同联手，一定要搭上这班车。要以积极的
心态加入到两岸及香港的经济建设中
来。两岸及香港的金融业都应关注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未来金融合作应致力于降
低投融资成本，丰富投融资选择。

两岸及香港金融业融合的现状如
何，未来应怎样通过深化合作共同抓住

“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机遇？田国立
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中国银行为两岸及香港

金融合作“锦上添花”

经济日报记者：中国银行在两岸及香

港金融合作方面扮演着什么角色？

田国立：中国银行在两岸及香港的金
融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中银香港是香港发钞行之一，在香港
设有 260 多家分行。2003 年，中银香港
被委任为香港人民币清算行。经过 10 多
年的发展建设,中银香港清算行的参加数
量达到 224 家,实现人民币清算网络的全
球覆盖。

中国银行服务台商企业和台湾同
胞的历史已超过 25 年。特别是 2012 年
2 月中国银行台北分行设立后，与台资
企业客户总部的联系更紧密，对台商客
户了解更深入，服务台商渠道更直接。
台湾制造业前 40 家大企业，已有 27 家
在中行开户；6 家位列“世界 500 强”的
台湾企业中，已有 5 家在中行开户并有
业务往来。中国银行台北分行还是台
湾 地 区 唯 一 的 人 民 币 清 算 行 ，自 2013
年 2 月开办人民币清算业务以来，至今
年 3 月末，清算业务笔数达 42 万笔，金
额 6.6 万亿元。

加强与台湾、香港金融机构的交往
与合作，始终是中国银行全球化战略的
重要组成部分。中行将进一步发挥国
际化、多元化优势，加强与台湾地区和
香港金融同业的交流与合作，为客户提
供一体化、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推动两
岸及香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稳定繁荣。

两岸及香港金融业

合作前景广阔

经济日报记者：目前两岸及香港金融

业合作前景如何？

田国立：我认为，两岸及香港金融业
合作前景广阔。从贸易投资看，不断扩大
的规模为金融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当
前，大陆正在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和经济转
型，大陆台资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力度不断

加强，台资服务业也开始来大陆发展，两
岸及香港的金融合作将向纵深迈进。

从市场需求看，香港和台湾作为两个
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完全有条件实现
两个市场的相互促进。香港离岸清算和
市场辐射能力强，金融基础设施健全。台
湾金融市场发达，金融机构众多，信息化、
市场化、国际化程度较高，人民币负债业
务具有较强的优势。香港和台湾两个市
场可以联手开发更多的人民币产品，满足
离岸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

从市场和政策双轮驱动看，港台地
区人民币离岸市场潜力巨大。人民币国
际化步伐正在不断加快，将重塑全球金
融格局。香港和台湾在发展人民币离岸
市场上具有独特的优势，两岸及香港紧
密的贸易与投资往来为港、台人民币市
场规模不断扩大奠定基础。随着两岸及
香港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融合，人
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将得到
进一步拓展。

另外，两岸三地的金融机构互补性
强，合作空间巨大。大陆金融的优势在
于机构资产规模大、资金实力强、市场体
量大。台湾地区金融开放较早，金融机
构精细化管理水平强，综合经营优势突
出。随着大陆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
大陆银行可以借鉴台湾同业的发展经
验，加快大陆银行业的“二次转型”。与
此同时，大陆中小企业、个人金融服务需
求旺盛，台湾金融机构可发挥服务小微
企业、消费金融的经验和优势，和大陆金
融机构一道深耕和分享细分市场。香港
更接近国际市场，大机构多，市场更加发
达。两岸及香港各有特色，完全可以做
到取长补短，共同发展。

两岸及香港金融业在支持企业“走出
去”中大有可为。中国改革开放前 30 年
以“请进来”为主，今后 30 年乃至更长时
期，“走出去”将成为潮流和趋势。在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大陆企业对外投资
已经进入加速发展阶段。今后五年，大陆
对外投资将超过 5000 亿美元，相当于过
去 20 年对外投资的总和。两岸及香港正
在由过去台湾、香港向大陆投资，转变为
互相投资，尤其是共同向其他经济体转移
产业。在此过程中，为更好地服务企业

“走出去”，两岸与香港银行业应优势互
补、相互扶持，共同拓展海外市场。

两岸及香港要以积极心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经济日报记者：两岸及香港的金融

合作如何深化？

田国立：首 先 ，两 岸 及 香 港 都 要 以
积极的心态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
来。从 2015 年到 2020 年，仅是亚洲基
建资金需求总额就超过 8000 亿美元，
基础设施投资对航运、建材和金融服务
都有巨大需求，两岸及香港文化相同，
没有语言障碍，对基础设施建设有着丰
富的经验，具有很强的供给能力和融资
能力，大家携起手来，乘势而为，可以抓
住重大机遇。中国银行今年在“一带一
路 ”建 设 上 将 提 供 200 亿 美 元 资 金 支
持。未来三年，“一带一路”建设相关授
信将达到 1000 亿美元，中行希望在这
方面与两岸及香港的伙伴开展紧密的

合作。
其次，三地财经界都要关注人民币

国际化的趋势。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已
是大势所趋，正在深刻改变世界金融版
图。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金融
货币、第七大支付货币、第九大交易货
币，全球已有 222 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
人民币跨境收付。中国银行编制的离岸
人民币指数（ORI）2014 年四季度达到
1.2%，同比上升 0.29 个百分点。

截至 2014 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突
破 1 万亿元。台湾人民币存款达到 3022
亿元，占台湾存款总额的 4%；当年宝岛
债 发 行 总 额 208 亿 元 ，较 2013 年 增 长
96.23%，台湾已成为仅次于香港的全球
第二大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预计“一带
一路”的建设以及人民币资本输出，将进
一步激发境外的人民币需求。通过在贸
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企业和个人能
够规避汇率风险、提高资金效率、节约交
易成本，享受到人民币国际化实实在在
的红利。两岸及香港的金融机构，应该
进一步加强在人民币业务领域的合作，
共同推进人民币的使用，进一步降低经
贸成本，丰富投融资选择，更好地满足企
业、个人以及同业的需要。

对于两岸的企业家与银行来说，靠
自己造势很难，浪潮来的时候，一定要
借助这个势，可以省力一点。希望两岸
相关协议可以尽快生效，解决人民币离
岸市场的业务、额度等问题，希望双方
监管部门合作，毕竟现在还有些限制存
在。台湾想要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监
管的松绑程度跟全球其他成熟地区存
在距离，问题如果能够解决，对各方都
有好处。

中国银行做好两岸及香港金融合作排头兵

浪潮来时借力才省力
本报记者 姚 进

2009年 7月我国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以来，人
民币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发展的趋
势，依托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庞大的国际贸易规模、
币值的相对稳定，在世界范围内接受程度不断提升，正
在成为全球贸易和投资的新选择。六年来，中国银行作
为国际结算全球领先银行，发挥清算渠道、客户基础、金
融产品、专业服务、品牌形象等多方面优势，积极推动人
民币国际化发展，全力打造“人民币国际化业务主渠道
银行”。

引领市场，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保持全球领先。中国
银行2009年 7月承办了全国首笔跨境人民币业务，之后
伴随2010年和 2011年两次试点地区的扩大，中国银行
充分发挥集团整体优势，海内外分支机构加强联动，始
终领跑整个跨境人民币市场，在全国各试点地区均保持
业务首发优势，获得市场的良好反响。2009 年 7 月到
2014 年末，中国银行集团累计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量
近 14 万亿元。其中 2014 年全年集团跨境人民币结算
量超过 5.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再创历史新高。在
中国内地发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中有近三成通过
中行渠道办理。

全球布局，跨境人民币清算网络和服务完善。2014
年，中国银行跨境人民币清算量实现大幅增长，当年集
团共办理跨境人民币清算业务 240.8万亿元，同比增长
86.6%，业务量保持全球第一。截至目前，中国银行已在
港澳台地区及德国、法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七个国
家和地区担任人民币清算行，在人行指定的 14家境外
人民币清算行中席位过半，全球人民币清算网络不断完
善。中银香港清算时间从 15 小时延长至 20.5 小时，成
为全球运行时间最长的人民币清算系统。中国银行深
耕交易所合作蓝海：成为新交所结算银行和首家人民币
期货合约做市商；推动与伦敦清算所、德意志交易所的
系统对接，争取境外主流交易所结算行资格。

创新产品，提供跨境人民币多元化综合金融服务。
中国银行提供商业银行、投资银行、保险、基金、飞机租
赁等多元化业务平台，不断丰富和完善各项产品和服
务，提供跨境人民币结算以及配套各种信贷、结算、融
资、资金、人民币债券发行承销、现钞及理财等产品，为
客户量身打造综合性服务解决方案。2014 年，中国银
行率先完成人民币对新西兰元、欧元、新加坡元首笔直
接交易；在离岸市场成功首发“大洋债”、“申根债”和

“凯旋债”，并作为联席主承销商为英国发行全球首只主
权级离岸人民币债券；与新加坡交易所等共同开发人民
币计价的离岸金融产品，推出了跨境人民币双向资金
池、集中收付等跨境现金管理产品，有效满足了跨国企
业客户实际需求；获得“沪港通”全部业务资格，并成为

“沪股通”独家结算银行和“港股通”结算银行。
培育市场，竭诚为客户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提供便

利。中国银行拥有超过数十万家各类型的工商金融客
户，无论是传统国际业务领域，还是跨境人民币业务领
域，中国银行均拥有最庞大和坚实的客户基础。中行积
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沿线机构布局和业务发
展，努力将人民币服务嵌入沿线铁路基建、工程承包、能
源开发与贸易投资等，撮合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的贸易
投资合作；发挥中行海外联动优势，在主要国际金融中
心做好人民币服务创新，特别是在人民币资金集中运
营、跨境投融资、金融市场交易、大宗商品融资等领域创
新，为“走出去”企业提供更高层面的金融服务；做好我
国与东盟、日韩、澳大利亚等多个自由贸易区政策前沿
研究，服务区域合作与互联互通，为“走出去”企业提供
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服务。

打造人民币国际化业务主渠道银行

近年来，国家全方位开放的新格局为银行业的国际
化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行始终坚持大力发展海外
业务，巩固竞争优势，实现了海外资产和税前利润的持续
快速增长，带动了集团经营业绩持续进步。

“一带一路”构想是国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
重要内容。目前，“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有 65 个，多
属于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这些国家
与我国在产业结构上具有较强互补性，互联互通、基础设
施建设和金融需求非常强烈。预计未来 10 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将突破 2.5 万亿美元，对
外直接投资累计达到 3000至 4000亿美元。

国际化是中行最大的特色和优势，中国银行将努力为
构建“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贡献力量，目标是2015年提供
相关授信支持不低于200亿美元，未来三年达到1000亿美
元。为此，中国银行将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布局：

一是进一步完善在沿线国家的机构布局，实现对“一
带一路”区域的业务全覆盖。截至 2014年末，中行在“一
带一路”沿线 15 个国家已设立机构，另外 3 个国家正在
筹设机构。未来，中行将进一步增加在南亚、中亚、中东
欧、西亚、北非的机构设置，构建金融大动脉通道，实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机构覆盖率达到 50%以上。
二是紧盯重大项目和重点业务。密切跟进我国高

铁、核电等重点行业“走出去”进程，支持优质企业进行全
球产业链布局，全力推动出口信贷及项目融资、船舶融
资、飞机融资和租赁融资等结构化融资业务发展。

三是加强境内外联动与多边合作，发挥一体化服务
优势。全面落实全球客户经理制，为客户提供多元化、一
体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加强沟通，争取与国家开发银
行等政策性银行，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
银行等境内外金融机构的合作机会。

四是积极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在“一带一路”区域
和离岸金融中心，中行将大力推动人民币的广泛应用。
大力拓展人民币账户，推进人民币清算渠道建设。推动
人民币在“走出去”及当地重大项目中的运用，扩大跨境
人民币贷款规模。继续做好海外人民币债券发行业务，
拓展投资业务。

中行将实现

“一带一路”区域

业务全覆盖

本报讯 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日前在台北出席两岸
金融合作营销会，并与台湾证券交易所李述德董事长签署
合作备忘录。

田国立表示，中国银行是两岸金融服务的先行者，人民
币国际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给两岸经贸活动带来红
利。大陆正在加快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两岸金融合
作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此次与台湾证券交易所签署的
合作备忘录，将有助于双方发挥优势，相互协助，推动两岸
金融服务的创新与发展，为两岸的金融合作再续新篇。台
湾货币监管机构、银行业监管机构、金融总会、银行工会、工
商业协会及金融业、企业界共百余名代表出席营销会。

台湾证券交易所创立于 1961 年,是台湾资本市场的核
心机构，负责台湾公开发行公司的挂牌上市、交易、结算及
监督等，交易的商品包括股票、存托凭证（TDR）、指数股票
型 基 金（ETF）等 。 目 前 台 湾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公 司（含
TDR）数量已超过 800家。

中行与台湾证券交易所

签署合作备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