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带一路8 2019年1月7日 星期一

中信银行创新业务模式——

助力民营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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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记者跟随中国银行

业 协 会 组 织 的“‘ 铭 记 初 心

砥砺前行’高峰论坛”前期

调研团深入无锡、南京等地了

解到，部分商业银行通过运用

投行思维、搭建海外平台、设

立投资基金等三种方式，服务

“一带一路”建设，支持民营企

业“走出去”。

中信银行广西南宁分行正在为一名外籍客户办理人民币信用证业务。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传递光明 传递爱心

中塞加强医疗卫生领域合作
本报驻达喀尔记者 郭 凯

借力“一带一路”实现空中、陆地和网上买卖全球——

河南全方位推进跨境贸易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史明阳

一颗颗饱满香甜的车厘子摆上中国
人的餐桌时，还携带着南美洲热带阳光的
气息。乘坐“专机”，横跨太平洋，这些果
子只花了1天时间，就完成了从果园到果
盘的旅行。

在国际舞台唱响“中国声音”，为国际
贸易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空中、陆地和
网上买卖全球，河南这 5 年来借力“一带
一路”跑出了贸易“加速度”。

卢森堡宝鼎啤酒、酸甜可口的蓝莓、
带着冰碴的螃蟹……每一件新鲜产品都
在讲述着“新鲜卢森堡”的故事。河南航
投自启动“新鲜卢森堡”双向跨境 E 贸易
项目以来，通过建立线上交易平台“航投
臻品”网站等，逐步实现“新鲜全球”。

从“一点连三洲”的航空运输到“买卖
全球”的国际贸易，“新鲜卢森堡”只是郑
州至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的一个缩影。

“目前，我们每周定期航班已经从 2

班升至 18班，旺季包机每周达到 23班。”
河南航投物流国际货代部部长章萌说，
2017年卢森堡货航为郑州机场贡献货运
量14.7万吨，是开航之初的10倍，带动郑
州机场货邮吞吐量跻身全球50强。

作为“空中丝绸之路”的主力军，郑州
机场近年来不断推进郑州国际航空货运
枢纽建设。“越来越多的大型物流集成商
来郑州机场运营，西班牙 Inditex 公司在
郑州机场设立了 ZARA 服装分拨中心，
年运输货量 9000 吨，位居全国第二。”相
关负责人表示，2017 年郑州机场货邮吞
吐量首次突破50万吨。

除了“空中丝路”，中原“钢铁驼队”也
在买卖全球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最初的每月去程一班，到每周“八去八
回”，集货半径从500公里延伸至1500公
里，中欧班列（郑州）的网络遍布欧盟、俄
罗斯及中亚地区共24个国家126个城市。

在中欧班列郑州集装箱公司，记者看
到，不同颜色的集装箱堆叠摆放，这些集
装箱从郑州圃田车站出发，将批量的高档
衣帽、汽车配件、电子产品等运往国外，同

时运回欧洲的卫浴、厨具、酒水等产品。
通过铁路，中欧企业和当地百姓真正享受
到了“一带一路”带来的实惠。

“中欧班列（郑州）已成为中欧企业眼
中的‘黄金班列’，随着货量不断增加，班
列还将增开第 3 个出境口岸。”郑州国际
陆港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石文松
很是自豪。

中原“丝路”不仅拥抱陆地和蓝天，在
河南保税物流中心，象征着丝绸之路的雕
塑骆驼正通过“网上丝绸之路”将物品

“驮”进千家万户。“1210”监管模式、“秒
通关”模式、“海淘不用等、现场提货走”销
售模式……作为国家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郑州创新监管服务，让世界商品触手
可及。“我们目前已经实现最高每秒50单
的海外通关效率。”郑州海关驻经开区办
事处副主任李晓芸介绍。

通过 O2O现场自提零售订单跟踪系
统，消费者下单之后，系统后台会实时向
海关和检验检疫部门推送消费者的订单、
物流单、支付单三单信息，根据监管要求，
由监管部门审单、查验、放行，消费者即可

现场把商品拿走，整个过程平均需要两分
钟左右，实现了跨境购物“即买即提”。

创新制度，与世界接轨，河南自贸区
敢想敢试，全力打造对外开放试验田和内
陆开放型经济示范区。

近日，河南自贸区郑州片区综合服务
中心人气“爆棚”，咨询、办事者络绎不
绝。“一套手续办下来只要3个工作日，这
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前来办理业务的商
户张先生很感慨。目前，郑州片区已有

“一次办妥”“多模式综合监管”等创新案
例。依托河南保税物流中心“秒通关”技
术优势，消费者在河南，就可以购遍全
球。随着网易考拉在郑州跨境电商 O2O
线下自提店的开业，小红书、网易考拉、豌
豆公主、蜜芽四大跨境电商落户郑州，并
实现了线下自提。

如今，不仅“买全球”风生水起，一系
列中国品牌也在积极走出国门。东北五
常大米、河南禹州纯手工粉条、六大茶系、
五大瓷器……整合各地优质农产品，一系
列特色产品等在中国百县出口电商特产
馆应有尽有。

在边境没有物理网点和直接清算渠
道，也能实现“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边贸资
金结算，这样的妙招在中信银行并不新
奇。“过去，我国境内的银行结算中心需要
配置很多人力管理上千张边民银行卡资
金转账交易，费时费力。如今，通过三方
合作模式，由中信银行通过结算中心收集
客户单据并归集资金，再通过边境地区合
作结算银行划转资金、申报国际收支及办
理跨境业务，由此满足中信银行客户边境
贸易结算需求。现在，每笔资金仅需几秒
钟即可完成线上转账，极大地方便了边民
开展边贸结算。”中信银行南宁分行国际
业务部总经理张拾荒说。

在银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
类似这样的跨境金融服务新方式还有
不少。

投行思维服务民企

在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江阴造船厂
区，记者看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9艘
各类型商业用船停泊在船坞里，经历电焊
工人的“烤验”，4台龙门吊车和数不清的
机械工程师正在满负荷工作。自2012年
开始，国内造船业订单量下降，部分民营
船企负债率明显上升，扬子江船业集团公
司却能在近5年里逆势屡获订单，账面现
金流充足，背后与商业银行的支持密切
相关。

在出口挪威的“巴鲁”号化学品组合
船命名仪式现场，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董
事长任元林道出了订单“淡季不淡”的秘
密：“我们几乎全部船型出口海外，‘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是重要市场。像这艘 40
多米高的8万吨商用船虽然体量不大，但
技术要求高，建造难度大、工期长，涉及国
际间大额资金支付的情况较多，民营企业
需要商业银行更多‘背书’支持，即开具还

款保函书面的信用担保，这期间中信银行
给予了极大支持。由此也可以发现，商业
银行服务民企建设‘一带一路’，一要靠高
度市场化的信贷体制机制，二要有高效率
的执行力。”

市场化机制和执行力到底高明在
哪？中信银行无锡分行行长单国民说，传
统金融机构在调研民营企业建设“一带一
路”时，更多考察的是股东背景、家底薄
厚、质押物多少，以此决定授信额度，中信
银行却用投资银行思维，不唯眼前利益、
企业股东背景开展业务，看重的是民营企
业发展前景、“走出去”的潜质和资金发挥
的效力。

“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中
信银行董事长李庆萍提出，“中信银行服
务实体经济必须与国家规划保持高度一
致，要充分发挥中信综合平台优势，支持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一带一路’建
设，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

“正是在投行思维指引下，中信银行
大胆创新，不仅帮助民企发行债券，而且
着眼并购融资，重点支持企业‘走出去’收
购先进技术、优质海外资产。”中信银行总
行业务总监兼南京分行行长陆金根说。

按照中信集团的战略部署，全行加强
境内外联动，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境
内+境外”“股权+债权”的综合融资解决
方案。2017 年，全行跨境并购融资余额
超过了600亿元，重点支持了中国化工集
团 500 亿美元收购瑞士先正达等多个重
点并购项目。

中信银行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张
栩青介绍，截至目前，中信银行已立项的
出口买方信贷、卖方信贷等出口信贷项目
已超过 30 亿美元，覆盖东南亚、南亚、中
亚、欧洲、非洲等 17 个国家和地区。同
时，工程投标、履约等非融资性保函已开
立近30亿美元，涉及埃及、印尼、越南、孟

加拉国、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重点国家
多家中资企业的重点项目。

努力搭建海外平台

中信银行入股哈萨克斯坦阿尔金银
行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的首例银
行收购案。日前，在哈萨克斯坦城市阿拉
木图召开的第一届新股东大会上，李庆萍
表达了对合作的憧憬：“对阿尔金银行的
收购，是三方股东从‘谈恋爱到结婚’的过
程，结婚了，日子肯定要好好过。作为阿
尔金银行的最大股东，中信银行将努力调
动本地员工的积极性，不裁员、不降薪，确
保员工队伍稳定。”

涉足“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银行业并
购，仅是中信银行搭建海外平台的缩影。
近年来，中信银行在境外陆续设立中信国
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信银（香港）投资有
限公司，以及伦敦分行、悉尼等代表处。
其中，中信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子公司
中信银行（国际）有限公司在香港、澳门、
纽约、洛杉矶、新加坡均设有营业网点。

在境内，加大“一带一路”沿线 18 个
省份重点城市的覆盖及服务能力，在沿线
内 陆 及 沿 海 城 市 设 立 网 点 超 过 1000
家。在2017年新开业的27家网点中，18
家新建于“一带一路”18省份及相关重点
城市，占比达66.7%。

“商业银行支持民企‘走出去’不应仅
限于传统信贷，通过发行债券、股权直投、
财务顾问等方式也可以支持民企设施建
设、贸易畅通、资金融通等。如果没有中
信银行设立的 32 亿元新能源产业基金，
我们‘走出去’开辟新能源市场的步伐肯
定没那么快。”远景能源首席财务官刘莉
莉说。

近 10 年来，中信银行下大力气搭建
“海外”平台，与境外协同单位信银国际、

信银投资等一道，在债券承销、资产管理、
跨境并购、资本市场、上市前投资等方面
全方位合作。中信银行南京分行战略客
户部总经理陈鑫介绍，该行已为远景能源
境外发行绿色债3亿美元，为金昇实业提
供内保外贷 3.5亿元，联系境外协同单位
投资苏宁易购集团海外债近2亿元。

成立专门投资基金

为切实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
设，中信银行成立了专项基金。截至目
前，中信银行设立的“一带一路”基金已实
际投放452亿元，有效支持了广州、杭州、
长沙、合肥、呼和浩特等13个“一带一路”
重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向行业涵盖
轨道交通、棚户区改造、新农村建设和生
态文化五大领域，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
认可。

在境外，信银（香港）投资有限公司联
合中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在香港发起设
立以海外业务为主的信银“一带一路”基
金。基金总规模5亿美元，主要用于投资
中国及“一带一路”区域东盟国家基建、能
源、交通及相关金融、消费等行业优质企
业。截至目前，基金已完成首期募集2亿
美元。在具体投向方面，主要关注四类行
业：一是大消费，基金重点关注“一带一
路”相关国家消费升级带动的细分行业

“领头羊”；二是大健康行业，基金重点关
注医疗技术升级、产品和渠道发展带动的
优质公司；三是互联网行业，基金重点关
注颠覆行业格局的公司；四是基础设施建
设行业，基金重点关注轻资产的业务模式
和有稳定现金流的优质公司。

“未来，中信银行还将成立中信银行
香港分行，通过‘机构国际化’与‘服务能
力国际化’相结合，帮助更多民营企业‘走
出去’。”李庆萍说。

在国外传统购物季，电商
成为许多国外消费者购物的重
要方式。随着中国跨境电商的
发展，以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
为代表的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
全球消费市场扮演起越来越重
要的角色。

“2018 年，速卖通不仅在
俄罗斯、西班牙等几个传统市
场增长迅速，在沙特、波兰等过
去大家较陌生的市场也呈现高
速增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市
场空间很大。”阿里巴巴全球速
卖通国家拓展负责人张琪说。

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总经
理王明强告诉记者：“近年来，
速卖通在‘一带一路’市场上一
直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德国、
波兰、土耳其、沙特、白俄罗斯、
葡萄牙、黎巴嫩等国家网购成
交额增长迅猛。”

事实上，中国跨境电商平
台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外消费
者的日常消费选择。2018年9
月份，速卖通宣布，其累计成交
用户已突破 1.5 亿人次，全球
范围内每月访问速卖通的消费
者超过2亿人次。这一可观数
字的背后，除了全球速卖通在
技术、服务等方面拥有优势之
外，也因中国制造的产品正越
发受到全球市场欢迎。

“我们统计销售数据后发
现，过去在欧美市场受到欢迎
的中国产品主要是在中国生产
的长尾商品。近年来，中国制
造的高品质主流消费品在国外
市场销量不断攀升。例如，国
产扫地机器人就广受欧美主流
市场热捧。”王明强说。

良好的增长态势也让速卖通对加大开拓国外市场的
前景充满了信心。“面对来自世界各国、说着不同语言、有
着不同文化习惯的消费者，我们需要结合自身技术优势
和本土化运营策略开拓市场。”王明强说，“速卖通主要通
过这些举措实现用户和商品之间的高效匹配。一是通过
大数据分析和个性化算法技术，帮助商家制定商品推荐、
服务、价格等相关策略。二是精准优化语言和翻译工具，
帮助不同语言的用户完成交易。三是针对不同国家、地
区采用差异化物流、定价、营销策略。四是撬动各国社交
力量，加强本地化营销合作。”

然而，对于中国跨境电商平台来说，要在情况纷繁复
杂的国外市场站稳脚跟，面临的困难同样不少。其中，支
付问题和物流体系不发达的问题很突出。2013 年 3 月
份，速卖通在俄罗斯促销，产生了17万个订单，但当时俄
罗斯邮政系统日处理能力只有 3 万个包裹。同年，速卖
通与俄罗斯邮政、中国邮政合力解决物流问题。中国邮
政开始增加航班，俄罗斯海关提升清关人力，速卖通与俄
罗斯邮政系统同步互通订单信息，大大提升清关、分拣效
率，使包裹配送时效从原来的50天缩短至7天。2018年
以来，速卖通在法国、波兰、西班牙等国家也与当地邮政
系统展开了合作。

尽管如此，王明强表示，解决物流最后一公里问题依
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其他国家的物流能力与中国相比
普遍差距比较大，海外物流公司能力不强，我们还是主要
依靠当地邮政系统，所以我们已经在搭建更多商业快递
专线线路”。

作为双边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卫生领域合作
在中塞两国关系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中方通过援建医
院、医疗队服务、巡回义诊等形式，切实帮助塞内加尔提
高医疗卫生水平，满足普通百姓的看病需要。中国医疗
工作者和工程建设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促进民心相
通、加深民间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2014年以来，中国开始组织中国眼科医疗队在非洲
国家开展“光明行”眼科义诊活动，到目前为止已实施了
数千例白内障复明手术，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2018 年中国援助塞内加尔“光明行”活动由福建省
卫计委协调实施，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23 日在塞内加
尔执行任务，为 200 名塞内加尔眼疾患者开展白内障超
声乳化手术，使他们重获光明。此次专家团队由国家卫
计委“光明行”专家组成员、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陈伟
蓉教授及其团队，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徐国兴教
授及其团队共同组成，中国驻塞医疗队提供全程配合。

除了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外，中国的专家团队还开
展眼科健康宣教、中外方医务人员学术交流及培训等活
动，通过“传递光明、传递友谊、传递爱心、传递亲情”的善
举，加深中塞人民之间的感情。中国驻塞内加尔大使张
迅表示，近年来，中方不断加强同塞方在民生方面特别是
医疗卫生领域的合作。“光明行”来到塞内加尔，是中塞人
民真诚友好的有力见证，也是两国医疗卫生领域又一具
体合作。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塞两国医疗卫生领
域合作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医院少，看病难一直是困扰非洲普通百姓的一大问
题。为了满足非洲病患就医需求，中国致力于帮助非洲
建设医院和医疗机构，提供医疗设备和设施，改善非洲医
疗基础设施。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国政府计划
在 3年内对非建立 100个医疗机构和设施。近 10年来，
中国在非援建了约30所医院，为数百万民众提供了就医
便利。同时，关注非洲医生培训和医务人才培养，壮大非
洲医生队伍，充实非洲本土医疗力量。

2018 年 11 月 15 日，援助塞内加尔妇幼医院项目开
工仪式隆重举行。作为塞第一个妇幼卫生中心，该项目
将显著提高迪亚姆尼亚久新城的医疗基础设施和服务水
平。未来，中方将同塞方一道，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精神指引下，进一步提升中塞医疗卫生合作水平，推动两
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