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高峰论坛的各界代表在“促进资金融通”平行主题会议建言——

推 动 构 建 多 元 化 融 资 体 系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果静 温济聪

“现阶段扩大丝路基金规模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解读丝路基金相关成果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加强投融资领域合作

本 报 北 京 5 月 14
日 讯 记 者 温 济 聪 报
道：在今日下午举行的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促进资金融
通”平行主题会议上，
财政部部长肖捷表示，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行稳致远，是资金融通
的重要使命。近四年
来，中方秉承互利共赢
理念，把中国发展同沿
线国家发展紧密结合，

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效，一大批标志性项目陆续落地，
有力增进了沿线国家人民福祉。

肖捷认为，融资瓶颈是实现互联互通的突出挑战，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面对巨大的
发展融资需求，中国政府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和丝路基金，深化同世界银行等传统多边开发机构
合作，推动形成层次清晰、初具规模的“一带一路”融资
网络。从长远看，促进资金融通需要沿线国家共同参
与，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进一步完善长期、稳
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

肖捷表示，需要有关各方共同努力，积极作为。
要有效发挥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作用，促进本地区
国别发展战略对接，形成区域基础设施规划及融资安
排，同时，在法律、税收、贸易、投资等方面加强政
策协调，营造透明、友好、非歧视的融资环境。要充
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鼓励政策性、开
发性、商业性金融机构和相关机构投资者发挥更大作
用，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实现各方资金共同参
与的良好格局。

“此外，我们要加强与多边开发机构的合作，利用
各自优势，灵活开展多边融资，世界银行、亚投行等六
家国际金融机构将与中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加强在‘一
带一路’相关领域的合作。要坚持风险可控这一前提，
鼓励创新融资模式、渠道、工具与服务，发展并完善股
权融资市场和本币债券市场，惠及广大沿线国家。”肖
捷表示。

“一根筷子易折断，一捆筷子抱成
团”。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
拉加德在参加“促进资金融通”平行主题
会议时，引用中国传统俗语来表达资金
融通、金融一体化的重要性。

IMF 研究显示，通过发展一个富有
深度且监管得当的金融市场，各国可以
更好地运用国内外资源进行投资，同时
也降低因大幅资本流入而带来的风险。

“要实现建立一个为所有人服务的
金融系统，通过综合运用政府、投资者、
金融机构以及普通民众资源共同为金融
系统服务。”关于政府如何实现这一目
标，她提出了三大政策优先领域：

首先要努力吸引对于高质量基建的
外商直接投资。去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获得的净投资额还不足他们 GDP
总和的 1%。如果这些国家希望激活外商
直接投资的流入，可以实行稳健的宏观经
济政策、增加贸易透明度、改善商业和监管
环境来实现。

第二个政策优先领域是要加强金融
包容性，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更是
如此。IMF 的分析显示，那些金融包容
性强的经济体与包容性相对较弱经济体
相比，经济增速存在 2 至 3 个百分点的
优势。

第三个政策优先领域则是要运用好金
融科技的力量。在中国，例如在北京、杭州
这样的大城市，人们甚至可以过上无现金
的便利生活，仅仅依靠支付宝、微信等线上
互联网产品就可以实现在线支付。

财政部部长肖捷：

形成层次清晰融资网络

IMF总裁拉加德：

一根筷子易折断 一捆筷子抱成团
本报记者 温济聪

本报北京5月14日
讯 记者陈果静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
川今天在“促进资金融
通”平行主题会议上表
示，资金融通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
带一路”的核心是共商、
共建和共享，不能靠一
个国家单打独斗，需要
沿线国家共同努力才能
搞好投融资合作。

周小川表示，政府
资源是有限的，需要加强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协作，坚持
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化运作，才能保证投融资的可持
续性。

“我们愿本着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原则，与有关国
家加强‘一带一路’投融资领域的合作。”周小川重点谈了
四点看法：运用开发性金融，助力“一带一路”资金融通；
推动商业银行开展网络化布局，为贸易和投资提供更好
的金融服务；加强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以社区银
行、互联网/电信支付为代表的普惠金融发展；积极发挥
本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周小川表示，近期“一带一路”国家的商业银行在推
动金融合作领域做出了积极尝试。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已
于近期正式成立，将为区域内的金融合作提供广泛的支
持。中国工商银行与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奥地利等
沿线国家主要银行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银行合作行动
计划，建立了银行常态化合作交流机制。随着条件成熟，
未来可继续探讨深化合作的形式。

在谈到探索扩大本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使用时，
周小川强调，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积极使用本国货币有
助于有效动员当地储蓄，有利于降低换汇成本，有利于维
护金融稳定，等等。使用本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已有可
以借鉴的经验，中国在签订本币互换协议、货币直接交易、
人民币清算行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方面也进行了一些
有益的尝试。“中国愿与沿线国家分享相关经验，共同探索
扩大本币在‘一带一路’合作中的使用，更好地满足市场的
需求和经济发展需要。”

5月14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促进资金融通”平行主题会议上，
来自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企业
及智库的代表共议破除“一带一路”资金
瓶颈的有效途径，推动构建长期、稳定、可
持续、风险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

发挥各方合力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支撑。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表示，

“一带一路”建设融资需求量大，远不是一
家乃至一国的金融机构能够满足的。同
时，“一带一路”融资需求层次多，既有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所需要的长期、大额融
资，也有贸易畅通所需要的产业发展资金
和短期贸易信贷资金，还有在推动政策沟
通和民心相通过程中所需要的财政或其
他准公益性资金。

“一带一路”融资可持续性的要求高。
既要注重项目成功、保证一定收益、有效防
范风险，同时还要吸引各类资金广泛参与，
形成长期、稳定、可持续的金融支持机制。

因此，发挥国际组织、各国、各类金融
机构等的合力尤为重要。世界银行行长金
墉表示，世界银行在贸易便利化、基础设
施建设等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积累了
不少经验,“我们非常渴望也准备为‘一带
一路’建设提供任何形式的资金支持”。

金墉表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贫困国
家在基础设施中面临诸多挑战，世界银行
将动员自己和其他资源的资金一如既往
地支持发展中国家，包括“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合作发展。“要让最贫穷的国家融
入世界市场体系，以便从中受益，共同分
享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建设
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胡怀邦认为，
开发性金融机构长期致力于支持基础设
施、基础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和发展，与政
府部门及社会各方联系密切，有利于做好
相关政策对接。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以
中长期投融资为主要手段，能够匹配重大
项目的大额、中长期融资需要。

提升合作效率

“开发性金融机构与政策性金融机
构、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各类金融机
构是分工合作、相互补充的关系，共同构
成‘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朋友圈’。”胡
怀邦认为，面对“一带一路”建设不同领
域、不同项目的融资需求，“朋友圈”中的
各类金融机构提供不同期限、不同类型的

多元化金融产品和服务，各有侧重、形成
合力，一定能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
更多成果。

巴基斯坦财长伊沙克·达尔认为，政
府也应该在其中充分发挥作用，如通过改
善环境、提供政策框架等，引导更多资金
投入到“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中。

从具体融资方式看，匈牙利国家经济
部长瓦尔高·米哈伊认为，与贷款相比，

“一带一路”建设的股权融资更为重要，能
够满足“一带一路”项目长期的资金需求。

提升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是提升效
率的关键因素。丝路基金董事长金琦表
示，不同机构之间必须共享经验，尤其是
多边机构、经验丰富的国际组织可以提供
更多支持和指导给包括丝路基金在内的
其他金融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认为，
“一带一路”沿线银行之间因为不同的国
家发展阶段差距非常大，各地的监管、法
律环境不同，在合作过程中，效率、统一
性、响应程度有很多问题，特别是信息不
能共享。在这样的情况下，工行建立了

“一带一路”银行的圆桌会议，得到了全球
几十家银行的积极响应。

防范金融风险

在与会嘉宾看来，金融支持“一带一
路”建设非常重要的是要走商业化、可持
续的路径。因为“一带一路”涉及大量的
基础设施、产能合作，沿线国家处于不同
的发展阶段，国情也有很大差异，风险管
控的挑战也非常大。

以开发性金融机构为例，胡怀邦表
示，开发性金融以市场化方式运作，遵循
国际惯例和市场规则，在项目运作中注重
推动完善市场机制和信用环境，有利于防
范融资风险。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本币使用，
有利于防范风险。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
特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应对不少挑
战，其中之一就是如何去风险化。需要重
视的一个风险就是汇率的风险。“一带一
路”项目周期较长，根据今天的汇率来判
断明天的可能并不现实，因此要优先考虑
使用本币进行投资，也需要考虑与其他国
家货币互换的安排。

为防范“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相关
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认
为，要发展一个更具深度、监管得当的金
融市场，各国可以更好地运用国内外资源
进行投资，同时也降低因大幅资本流入而
带来的风险。

习近平主席 14 日在“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宣布，中国将
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向丝
路基金新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解读了丝路基
金的相关成果。

问：本次丝路基金增资是出于什么考虑？
答：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支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
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面临着
资金短缺等问题，融资需求较大，迫切
需要国际社会支持来促进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丝路
基金展现了其优越性和活力，通过灵活
高效的运作模式，为重要项目融资提供
了新鲜血液，既确保了中长期财务可持
续，也实现了合理的投资回报。

在现阶段扩大丝路基金规模是非常在现阶段扩大丝路基金规模是非常
必要的必要的。。一方面一方面，，在前期投资过程中在前期投资过程中，，
我们发现我们发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沿线的资金需求沿线的资金需求
是非常庞大的是非常庞大的，，丝路基金在前期已经积丝路基金在前期已经积
累了大量的项目储备累了大量的项目储备，，未来对资金支持未来对资金支持

也存在大量需求也存在大量需求，，对丝路基金增资有助于对丝路基金增资有助于
发挥其运作模式较为灵活高效的优势发挥其运作模式较为灵活高效的优势，，更更
好地推进好地推进““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建设；；另一方面另一方面，，
更充足的资金也有助于丝路基金进一步发更充足的资金也有助于丝路基金进一步发
挥其杠杆撬动作用挥其杠杆撬动作用，，更好地调动沿线国家更好地调动沿线国家
资源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资源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促进我国与促进我国与
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合作，，分享分享““一带一一带一
路路””建设成果建设成果。。

当然当然，，增资后的丝路基金仍将按照市增资后的丝路基金仍将按照市
场化的运作原则场化的运作原则，，自主经营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担风险、、自自
负盈亏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约束；；在为在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建设提建设提
供资金来源同时供资金来源同时，，也将实现较好的资金回也将实现较好的资金回
报报，，更好地实现更好地实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共商共建倡议共商共建
共享的目标共享的目标。。

问问：：下一步丝路基金还有什么计划下一步丝路基金还有什么计划？？
答答：：我们认为我们认为，，未来丝路基金可以在以未来丝路基金可以在以

下方面发挥特殊作用下方面发挥特殊作用：：
一是对外大力践行和推广一是对外大力践行和推广““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倡议精神倡议精神。。丝路基金本身就是丝路基金本身就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倡议的组成部分倡议的组成部分，，通过丝路基金的投资实通过丝路基金的投资实
践践，，推动推动““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对倡议与各国发展战略对
接接，，能够使参与国在参与能够使参与国在参与““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的倡议的
过程中形成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过程中形成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二是积极倡导绿色环保二是积极倡导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
理念理念，，履行社会责任履行社会责任。。当前当前，，多边开发机构多边开发机构

和各国金融机构越来越重视投融资的社
会责任和环保责任。丝路基金一直支持
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将环境保护等社
会 责 任 纳 入 可 行 性 评 估 和 风 险 管 理
体系。

三是与国际、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精
诚合作，彰显和放大国际合作效应。目
前，丝路基金已与30多个国家（地区）政府
部门建立了工作联络；与若干重点行业中
的中外领先企业建立起了稳固的合作伙
伴关系，在开展项目筛选和投融资、加强
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共同设立基金等方
面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基础，“一带一路”建
设的投融资合作效应日益显著。

问：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丝路基金
在经营方面有哪些独特之处？

答：丝路基金成立以来，在服务国家
战略、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运作方面
正显现出一些优势。

一是具有高效的决策机制。丝路基
金是服务于“一带一路”的中长期投资基
金，在遇到重大投资项目时，可以主动快

速做出决策，把握市场机遇，在风险可控的
基础上实现经营的可持续性和盈利性。

二是能与已开展的贷款等投融资形成
互补。以前我国开展的融资多以贷款为
主，丝路基金通过以股权为主的多种投融
资方式，可根据地区、行业或项目类型分设
子基金，坚持互利共赢，商业化运作，可与
已开展的债权融资相互配合，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形成互补。

三是灵活开展联合融资，发挥杠杆撬
动作用。丝路基金通过与国际开发机构、
境内外金融机构等发起设立共同投资基金
等方式开展合作，既扩展了融资来源，有助
于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更
好地降低融资风险。据粗略估算，目前丝
路基金所参与项目涉及的总投资额已达到
800亿美元。

四是发挥中长期投资对项目的支持作
用，为一些建设和运营期限较长、私人资本
进入较少的项目提供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

文/新华社记者 刘 铮 王晓洁
（据新华社北京5月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