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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 言
国 家 开 发 银 行（ 以 下 简 称 国 开 行） 成 立 于

境相关的重大工程。

1994 年，至今已发展 20 多年。这期间，国
开行不断发展壮大，经历了由政策性到商业性

改革开放初期，引进外资成为中国经济发展

的过渡，2015 年 3 月明确定位为开发性金融

的重要动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

机构。在业务范围上，国开行已不限于支持中

的增加，中国已由资本吸收大国逐步转变为资

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转型，其在海外的投融

本输出和吸收双向投资大国，中国对外直接

资业务也在不断拓展，信贷投资额度逐年增

投资从 2003 年至 2014 年保持连续 12 年的

加，在全球经济治理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快速增长，其中 2010-2014 年的年均增长速

用。2008 年金融危机后，世界金融格局发生

度达 15.7%。2014 年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

变化 , 以往资本从发达国家通过世界银行、亚

119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对外直接投

洲开发银行等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流向发展

资流量 123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2%，创

中国家，而如今新兴国家正成为资本的重要输

下历史新高。从总体存量来看，中国仍是资本

出国。国开行“走出去”的步伐加快，贷款余

流入国，但以蓬勃发展的境外投资为代表的

额已超越世行和亚开行 , 成为全球最大的海外

“中国崛起”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不容忽

贷款金融机构。

视的议题，国际社会对中国境外投资的评价褒
贬不一，对中国境外投资的批评中，相当一部

国开行主要服务于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分指向中国境外投资项目对当地造成的环境
在贷款的产业结构上充分支持“两基一支”

和社会问题，国开行作为中国境外投资的主要

（即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建设， 融资机构也成为此类问题的焦点之一。
支持了大批国家重大项目的建设，包括三峡
工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国家石油储备、

经济的全球化势必带来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

京九铁路、上海世博会基础设施等，已成为中

化，也势必会产生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方

长期投融资和新型城镇化的主力银行。与此同

面的摩擦和冲突。无论发达国家还是中国，

时，国开行以市场化手段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业

在其“走出去”过程中，都面临着由投融资

务，服务于中国境外投资和“一带一路”等战

活动引起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如

略的规划和实施，已成为我国最大的对外投融

何管理和控制这些风险，如何引导资金流向

资合作银行和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

绿色低碳领域，减少由投资活动引起的生态

开行在对外投融资中涉及的领域包括能源、矿

足迹，实现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对各国

产、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装备制造、农

政府和金融机构来说，都是一个必须面对且

业等大型建设项目。由此可见，国开行无论在

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

国内还是海外，支持的都是与经济、社会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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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社会发展过程中

绿色金融和负责任投资在内的经济活动支持。

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问题，国际社会缔结了多项

然而，由于投资体量大、还款周期长、风险

国际公约、协定和协议，制定了一系列标准、

大且收益低等市场障碍，当前的融资渠道、规

规范和准则，建立了多种双多边关系和国际组

模和模式仍然无法满足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

织，各国政府也颁布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

目标所需的投资数量和质量。过去五十年，以

指南，开发多种用以支持绿色金融的方法、措

世行、亚开行为代表的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机

施和工具。而金融机构，在这些公约、政策、

构在提供长期发展资金上发挥着关键作用。而

标准、规范的指引下，结合实践经验和教训，

未来二十年，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气候治

相继制定了适合自身发展和投资战略需求的

理将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新建的亚投行、金

环境社会保障制度，并定期更新、完善，以期

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各国开发性银行可更好

有效地管理其投融资活动所引起的环境社会

发挥力量，建立环境社会友好且包容的治理机

问题，并在政策的引导下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

制，促进金融机构的全面绿色化，加大气候和

品和服务，加大对绿色产业、节能环保等领域

绿色投融资，以实现全球发展模式的绿色、低

的支持力度，开展绿色化运营和负责任投资，

碳转型。

为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随着绿色发展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成为中
纵观开发性金融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其对

国国家发展战略，并将其融入“一带一路”倡

全球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

议中，绿色金融也成为了金融创新、全球经济

作用，在全球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

发展和环境气候治理的重要议题。绿色金融不

能源转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投资，以及应

仅是全球经济向可持续与包容性增长转型的

对气候变化等方面，也起着关键的引领作用，

关键，也是保证金融市场内在弹性和有效性的

是实现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参

关键。作为基于环境保护目的的创新性金融模

与者，为国际社会提供实现目标所必需的资

式，绿色金融已成为有效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

金、技术和知识，并促进国际社会在各个领域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支点，是新常态下绿色

的交流和合作。

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金融的“引导或挤出效
应”可以发挥金融机构资源配置、引导资金流

2015 年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和巴黎

向的功能，撬动社会资金流向低耗能、低排放、

气候大会，共同勾勒出 2030 年全球的治理模

低污染领域，引领各方资本涌向绿色发展的新

式，各国就推进全球走具有气候韧性以及环

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体现金融服

境、社会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达成了政治

务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实践证明，适应

共识。一个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治理模式需要

绿色发展要求加快绿色金融发展，特别是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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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行业、产品结构等方面加快转型，还可以提

勾勒出未来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

高金融机构的绩效与竞争力。因此，绿色金融

首次明确了绿色金融的官方定义。《意见》

已经成为金融创新和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重

也提出进一步开展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

要方面，是未来金融发展的活水源头，绿色金

继续在 G20 框架下推动全球形成发展绿色金

融也必将成为刺激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融的共识，推广与绿色信贷和绿色投资相关

之一，为“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

的自愿原则，支持中资金融机构和企业到境

界经济”作出新的贡献。

外发行绿色债券，引导国际资金投资我国的
绿色债券、绿色股票和其他绿色金融资产，

过去十年来，许多国家在金融领域推出了一

鼓励设立合资绿色发展基金，支持国际金融

系列方法和措施来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这

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境内发行绿色债券，开展

些方法和措施包括采用可持续信贷和责任投

绿色投资，推动中方参与的对外投资项目中

资的原则，提升环境信息披露和治理要求，

强化环境社会风险管理，提高环境信息披露

以及推出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基

水平，使用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工具。《意

础设施投资信托基金和绿色指数产品在内的

见》已成为支持我国绿色投融资强有力的政

各种绿色金融产品。各国央行、财政部、监

策信号和金融机构海外绿色投资的重要依据，

管当局和市场参与方之间的合作也日益增强， 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从最高战略层面到各相
推动了绿色金融领域的国际经验交流和能力 关部门都已形成高度共识，将加速经济向绿
建设。2016 年 9 月在中国杭州召开的第 11

色化转型。

届 G20 峰会为绿色金融和金融机构绿色化的
发展和推进注入了政治动力，本次 G20 会议

作为世界上资产规模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首次设立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体现了 G20

国开行仍未像其他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

各国有意改善全球金融治理、解决绿色发展、

和发达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般，建立一套系统

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心。此次峰会

完善且公开透明的环境社会保障制度，并严格

正式通过首份《G20 绿色金融综合报告》，

地实施和监管，其对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开

报告提出了七项供 G20 和各国政府自主考虑

发、创新也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第三章对主

的可选措施，以提升金融机构动员私人部门

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该领域的最佳实践进

绿色投资能力。2016 年 8 月 31 日，中国人

行梳理和比较，以期为国开行建立先进的、有

民银行、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环保部、银

自身特色的保障政策和实施准则提供借鉴和

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构

参考，为其成为国际领先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该意见共九

以“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为契机，在全球经济、

个方面 35 条内容，体现了一系列重要创新，

环境、能源和气候治理中发挥积极且重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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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供建议和意见。

一路”战略规划和实施过程中充当什么样的角
色？国开行在中国对外投融资中的环境和社

那么，什么是开发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在全球

会表现如何？国开行该如何减少其投融资活

社会环境治理中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国开行是

动的生态足迹并在全球环境社会治理中发挥

什么样的金融机构？国开行的贷款是基于什么

作用？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和解答。

标准发放的？国开行在中国对外投资和“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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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开发性金融与国家开发银行
第一节 开发性金融与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概述

开发性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基本性质

1.1 开发性金融概述

保留了下来，并成为了开发性金融的基本特

1.1.1 开发性金融的涵义和特点

征，是开发性金融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开发性

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有

金融运用国家信用筹集资金，在支持项目发展

机融合，是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宗旨，以中

的同时，积极推动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从而

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以市场建设为方法，把国

实现政策的发展目标。

家信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通过推进市场、
信用和制度建设打通融资瓶颈、促进经济社会
薄弱环节发展、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
1

竞争力的一种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 。开发性
金融强调市场业绩，并不是为了个体利益和机
构部门利益，而是把财力集中用于新的瓶颈领

2） 开发性金融以市场业绩为支柱，以市场路
径实现政府经济发展目标。这是开发性金融的
核心内容，也是与政策性金融最重要的区别。
开发性金融讲求市场业绩，以商业性金融的方
式运作开展盈利业务，避免“政府失灵“。

域，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同时，开发性

金融的盈利有利于维护政府信用的市场形象， 由于开发性金融本身兼具政策性和商业性特
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国家信用，更好地服务于政 征，以促进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
府的政策意图。由其涵义与主要任务来看，开

以服务国家和区域战略为宗旨，因此，开发性

发性金融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金融在实现全球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

1） 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为基础，主要执行

年，开发性金融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政策任务。开发性金融的资金一般由国家提

（MDGs），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

供，并拥有国家赋予的发行金融债券的特许

善，能源贫困和转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投

权，享有准主权级的国家信用。国家信用是开

资，提高发展中国家、易受影响的脆弱国家和

发性金融机构市场化运作的基础。这一特征也

最不发达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做出了重

体现在政策性金融之中，说明政策性金融在向

大的贡献。自联合国在千年首脑会议上提出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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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国际发展目标 2，即千年发展目标起，世界

工作重点之一。从《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缔

银行便参与其中，为协助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在

结生效以来，开发性金融便在其中起到了非常

2015 年底实现 MDGs 提供必要的资金、技

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促成和支持了发达

术支持和知识分享及能力建设，并作为千年发

国家技术和资金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现温室

展目标差距工作队的一员，监测 MDGs 的实

气体减排的目标和成本有效性，也为世界贫困

施情况，评估其与最终目标之间的差距，为联

人口脱贫、提升贫困人口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

合国提供决策依据。世行还甄选了重点帮扶国

力等领域提供了重要的金融支持。同时，世行

家，针对各国发展需求，发起了“国别援助战

也为各国政府提供发展政策贷款，支持其开展

略”和“国别伙伴战略”，帮助这些国家实现

气候变化政策和制度建设。世行注资了“气候

其本国发展战略和国家层面的 MDGs。千年

投资基金”6 和“清洁技术基金”，用以支持

发展目标于 2015 年宣告收官，联合国在发展

世界各国绿色低碳发展，并发起多支碳基金，

峰会上通过了新的全球发展目标 --“2030 年

支持国际和国家碳市场的建立和发展。2015

可持续发展议程”，该议程包含 17 个可持续

年巴黎气候大会后，世行和其他国家开发性金

发展目标和 169 个关联目标 3，为未来 15 年

融机构提出了关键性举措，为贫困国家提供经

发展工作的政策制定和资金使用提供了指导。 济资助，以帮助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适应全
随后，世界银行集团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 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世界银行承诺为其
其他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如亚开行、非开行、 合作的 130 多个国家提供支持，帮助各国实
欧洲投资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泛美开发 现其国家自主贡献，并于 2016 年初发布《气
银行，提出了“从数十亿到数百亿”的联合声
明 4，承诺未来将利用多种方式和途径，努力
撬动和平衡公共、私人、国家和全球资源，实
现从数十亿到数百亿的资金投入，为各国提供
金融、技术、知识支持，提高其环境、社会、
管理标准和能力，实现绿色和包容性发展，为
“后 2015 发展议程”各项目标的实现提供支

候变化行动计划》，将《巴黎协定》后的气候
变化内容进一步纳入其贷款项目，为各国绿色
低碳转型，适应气候变化提供融资、技术援助
及相关知识和能力建设 7。此外，作为针对发
展中国家的世界最大的公共融资提供机构，世
行承诺其 28% 的投资资金将用于应对气候变
化 8。2015 年 底， 世 行 宣 布 将 在 2020 年 前

持和保障。

投资 160.1 亿美元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低碳能

作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应对气候变化也

际金融公司（IFC）也计划到 2020 年将气候

5

是世行 和亚行等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

2

源产业，以适应气候变化 9。世行下属成员国
变化投资从目前的每年 22 亿美元增至 35 亿

这 8 项目标为：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 / 艾滋病、疟疾以

及其他疾病对抗，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全球合作促进发展
3

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4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5/04/16/joint-statement-mdbs-imf-head-financing-for-development

5

http://www.shihang.org/zh/results/2013/04/13/climate-change-results-profile

6

http://www.adb.org/node/26968

7

http://www.shihang.org/zh/news/feature/2015/12/12/paris-agreement-paves-way-for-world-bank-group-helping-countries-deliver-on-

climate-commitments
8

http://www.cbeex.com.cn/article//xxfw/zx/201604/20160400058376.shtml

9

http://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5-11/80421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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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以撬动每年 130 亿美元的私有资本支
10

持气候变化项目 。

第二阶段是制度建设阶段，也是机构拉动阶
段。开发性金融以国家信用参与经济运行，以
自己的市场业绩成为有活力的市场主体，推动

1.1.2 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金融
开发性金融介于政策金融和开发性金融之间，
是政策性金融的深化和发展。开发性金融是实
现政府发展目标、弥补体制落后和市场失灵，
有助于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增强竞争力的
一种金融形式。开发性金融一般为政府拥有、
赋权经营，具有国家信用，体现政府意志，把
国家信用与市场原理，特别是资本市场原理有
机结合起来。
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的关系可
以总结为：开发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在引入市
场的运作原理下的新的发展阶段，是市场性金

市场建设和制度建设不断完善，以市场的方式
实现政府目标。如国家开发银行从 1998 年起
通过制度建设推动各项制度的完善，成功地走
过政策性金融阶段，进入制度建设阶段。
第三阶段是战略性开发性金融阶段。在这一阶
段，随着市场的充分发育，各类制度不断完善，
国家信用与金融运行分离，待经济运行完全纳
入市场的轨道、框架后，开发性金融即完成基
础制度建设的任务，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经济运
行，在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增强国家竞争
力等方面发挥自身的作用，如代表国家向其他
国家投资、发行主权债券等。

融的有效补充。政策性金融是开发性金融的基
础阶段，政策性金融与商业金融在某种条件下

1.1.4 开发性金融机构

的融合形成了开发性金融，他们共同构成了现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指具有政府赋权法定国家信

代金融。

用，从事开发性金融活动的金融机构，如世界
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等。

1.1.3 开发性金融的发展过程
从世界的发展趋势和国内外的实践来看，开发
性金融一般经历三个发展阶段：

从世界范围看，开发性金融机构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的欧洲，二战之后以世界银行为代表
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兴起，

第一阶段是政策性金融初级阶段，开发性金融

在实现战后经济复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开发

作为政府财政的延伸，以财政性手段弥补市场

性金融机构在各国实施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扮

失灵。如 1998 年之前的国家开发银行，以及

演着重要作用，是各国政府为弥补“市场失灵”

目前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

而采取的重要金融手段，对于制度建设和市场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建设薄弱的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更为突出。

10

10

http://news.xinhuanet.com/2016-04/08/c_111856700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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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性金融机构已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

社会发展所需的资金缺口，还在推动制度创新、

组成部分，对促进经济增长、弥补市场缺陷、

技术创新等方面也发挥了明显作用。截至 2010

引导资金流向发挥着重要作用。主流经济学界

年 6 月底，世行对中国贷款承诺总额约 478 亿

普遍认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得以存在是因为

美元，共支持建设了 326 个项目 11。按照贷款

“市场的失败”，即金融市场不能有效地发挥
作用，因而需要开发性金融予以补充。开发性
金融机构依托国家信用，按照市场化原则运
作，以构建市场为目标，在市场尚未形成、市
场不完善或市场失灵的领域开展金融活动。

承诺额计算，中国是世行第四大借款国，排在巴
西、墨西哥和印度之后。世行对中国的贷款项目
遍及内地除西藏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如
图一，贷款项目主要集中在交通（30.38%）、
农业（23.61%）、城建和环境（15.57%）、能

以世行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世行对中国的发展

源（15.35%）、工业（6.35%）、教育（3.88%）、

贡献很大。世行贷款不仅弥补了中国经济建设和

卫生（2.05%）等领域 12。

表格 1：世界银行对中国贷款项目按部门划分一览表 (1981-2010) 13
单位 : 百万美元

项目部门

硬贷款 14

软贷款 15

总额

农业

5,904.57

5,288.60

11,193.17

工业

2,773.40

239.30

3,012.70

能源

7,240.23

37.00

7,277.23

交通

13,773.00

629.60

14,402.60

教育

395.30

1,442.10

1,837.40

卫生

186.00

786.60

972.60

城建与环境

6,252.30

1,128.80

7,381.10

技术及其他

940.40

394.70

1,335.10

总计

37,465.20

9,946.70

47,411.90

表 1 注释：贷款数额为承诺额，所有紧急援助项目资金均来自其他项目贷款节余的重新分配

11

财政部 , “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合作概况 ,”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cw30/bjzlC/201009/t20100903_337285.html#

12

财政部 , “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合作概况 ,” 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cw30/bjzlC/201009/t20100903_337285.html#

13

财政部 , “按部门划分的世界银行对中国贷款项目 ,” 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cw30/ywgkC/201009/P020100909372222781556.xls

14

硬贷款是指利息较高的贷款，等同于商业银行贷款

15

软贷款是指无息或低息优惠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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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分类
3.88%

2.05%

交通

6.35%

农业
城建和环境

30.38%

15.35%

能源
工业

15.57%

教育

23.61%

卫生

来源：财政部16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深化和

件。在 2013-2016 财年世界银行集团对华《国

发展，需要实现政策性和业绩的双重目标，主

别伙伴战略》中，为支持中国建设和谐社会，

要特征是政府干预，起主导作用的同时，依托

世行集团将重点在支持更加绿色的增长、推动

市场化运作，通过融资贯彻国家政策，服务国

更加包容的发展、与世界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

家战略，实现政府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此外，

等三大领域与中国进行合作，这些领域与中国

其特征还体现在“开发性”上，即在市场机制

的“十二五规划”勾勒的各项挑战和发展重点

尚未充分形成的领域建设市场，主动开拓项目

高度一致。

发展的潜力，为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进入创造条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
战略主题1：支持更加绿色的增长
1.1 走向可持续的能源发展道路

战略主题2：

1.2 提升城镇环境服务水平

2.1 提高优质卫生服务和社会保护计划的

1.3 促进低碳城市交通发展

可及性

1.4 推广可持续的农业实践方式

2.2 加强技能开发项目

1.5 示范可持续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

2.3 增加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的机遇

1.6 示范污染治理措施

2.4 改善交通连通性，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1.7 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机制

跨部门主题：与世界建立互利共赢的关系
来源：世界银行《中国国别伙伴战略》（2013-2016财年）17

16

财政部 , “中国与世界银行集团合作概况 ,” http://www.mof.gov.cn/zhuantihuigu/cw30/bjzlC/201009/t20100903_337285.html#

17

世界银行《中国国别伙伴战略》（2013-2016 财年）, http://www.docin.com/p-1094709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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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使得商业银行的资

1.1.5 中国开发性金融机构
为了弥补市场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缺陷，中国
于 1994 年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
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组建政策性银行主要是国家考虑到要剥离

金更加雄厚，得以投入到政策性银行涉及的领
域，从而对政策性银行形成一个很大的冲击，
因此，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金融机构转型是一
个主要趋势 20。

原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18 的政策性金融业务，

开发性金融的概念在国际上由来已久，但在中

为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创造条件。这三家政

国的发展历史上并不长。前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策性银行在建成初期，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

陈元在 2000 年中国金融学院的“行长论坛”

展和金融改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随着商业化

报告会上，第一次对外提出了开发性金融的概

改革深入，市场机制不断完善，政策性银行的

念。成立之初，由于没有一套完整的法规制度

传统作用，即依靠国家资源提供政策性信贷资

和具体的管理模式，中国三家政策性银行的发

金的方式，开始受到质疑。而政策性银行自身

展轨迹逐渐出现分化。国家开发银行于 2011

也逐渐出现定位不明确、经营业绩不善，不

年提出未来的职能定位，即为国民经济有重大

良贷款率过高、不公平竞争等问题 。与此同

影响的建设项目提供长期融资 21 的开发性金

时，随着 1990 年代末期开始的国内商业银行

融机构

股份制改革，特别是从 2004 年开始的四大国

发展银行则仍称之为政策性金融机构。

19

22

，而中国进出口银行 23 和中国农业

第二节 国家开发银行
2.1 简介
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于 1994 年，是直属国务院
领导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24，具有准主权级的国
际债信评级。2001 年国家开发银行开始由政
策性金融机构向开发性金融机构过渡，2008
年国家开发银行整体改制为国家开发银行股

国家开发银行专为规模大、风险高及建设期
较长的发展项目筹募资金，这些项目从开工
建设到投产运行产生现金流的时间跨度长，一
般的商业银行无法为其承担融资。自 1994 年
成立以来，国开行已为三峡水利枢纽的建设、
主要机场和海港、高铁、大桥、高速公路、发
电站、通讯网络、城市运输系统、基础产业和

份有限公司，现属于商业银行框架下的开发性

创新工业等国家基建重点项目投入大量资金。

金融机构 25。

同时，国开行还担当中国城市发展的强大后

18

指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19

陈娟 , “中外开发性金融机构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 ,”http://www.doc88.com/p-980393364779.html

20

陈元 & 郑之杰 , 国家开发银行史 , 北京 : 中国金融出版社 , 2013.

21

对于一般商业银行而言 1 年以上为长期，对于政策性银行 5 年以上为长期。

22

陈元 & 郑之杰 , 国家开发银行史 , 北京 : 中国金融出版社 , 2013.

23

有关国外研究也将中国进出口银行归为开发性金融机构。但由于其自身并未股份制改革，也未提及向开发性金融的转变，银监会的监管也仍将其归为政策性银行。

24

国务院 , “国务院关于组建国家开发银行的通知 ,”http://www.people.com.cn/item/flfgk/gwyfg/1994/112203199403.html

25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4/12/content_95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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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为北京、上海、天津、成都等城市的发

元，ROA271.06%, ROE28 15.63%, 资 本 充 足

展建设提供信贷支持 26。经过 20 年的发展，

率 11.88%，可持续发展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

国家开发银行已成为全球资产规模及贷款金

增强 29，是全球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30。

额最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截至 2014 年底，
国 开 行 总 资 产 10.3 万 亿 元， 贷 款 余 额 7.94
万亿元，不良贷款率 0.65%，净利润 977 亿

图 2 显示了 2008-2013 年国开行的重点财务
数据，表 2 列举了世界主要开发性金融机构
的资产及贷款规模（2011 年）。

图 2: 国家开发银行重点财务数据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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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全球主要开发性银行规模 单位：十亿美元
银行（统计时间）

资产

贷款余额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2011）

991

876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2011）

606

153

世界银行（2011 年 6 月）

545

327

巴西开发银行（2010）

306

208

中国进出口银行（2011）

190.34

143

韩国开发银行（2011 年 9 月）

132

73

亚洲开发银行（2011）

113

泛美开发银行（2010）

87.22

129

荷兰国家开发银行

6.56

3.35

来源：China’s Super Bank

32

26

刘遵义 , “中国第十二个五年（2011 － 2015 年）规划与人民币国际化对国家开发银行的意义 ,” 国家开发银行金融研究中心

27

资产收益率

28

股本回报率

29

国开行 , “2014 年年度报告 ,” http://www.cdb.com.cn/gykh/ndbg_jx/2014/

30

http://www.cdb-capital.com/Type/SecondType1/7

31

国开行 ,“2014 年年度报告”http://www.cdb.com.cn/gykh/ndbg_jx/2014/

32

H. S. &. M. Forsythe, China's Super Bank, Bloomberg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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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要进一步完善国开行的组织架构和治理

2.2 治理结构
国家开发银行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
建立了有效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三会

结构，明确资金来源支持政策，为国开行主要
从事的开发性金融业务创造有力支撑和保证，

一层“各司其职、协同运作。国家开发银行的

将国家开发银行建设成为资本充足、治理规

治理结构如图 3 所示。2015 年 3 月，国务院《关

范、内控严密、运营安全、服务优质、资产优

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深化改革方案的批复》中

良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图 3 国家开发银行的治理结构图
股东大会

战略发展与投资管理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股东大会

监事会

高级管理层
履职尽职监督委员会

风险管理委员会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财务与内部控制监督委员会
人事与

委员会

2.3 资金来源

出 资 10,000,000,000 元 人 民 币， 持 有
6,711,409,395 股，占比 2.19% 33。

从股本上看，国家开发银行 1994 成立之时，
注 册 资 本 500 亿 元， 由 财 政 部 核 拨。2008

图 4 : 国家开发银行股权结构

年国开行进行了股份制改革，截止 2012 年

2.19%

底， 国 开 行 注 册 资 本 为 3067 亿 元， 股 份
总 数 为 306,711,409,395 股。 其 中， 财 政
部 出 资 153,908,000,000 元 人 民 币， 持 有
153,908,000,000 股，占比 50.18%；中央汇

47.63%

50.18%

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46,092,000,000
元 人 民 币， 持 有 146,092,000,000 股，
占 比 47.63%； 社 会 保 障 基 金 理 事 会

33

财政部

中央汇金公司

社保基金

国开行 , “2014 年年度报告 ,” http://www.cdb.com.cn/gykh/ndbg_jx/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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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拨付的资本金外，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来

次推出投资人选择权（可提前兑付）债券和

源主要是通过发行财政担保证券和由金融机

30 年超长期固定利率债券（2001 年 12 月），

构认购金融债券来筹措，“国家开发银行运行

首次推出境内美元债券（2003 年 9 月），首

和组建方案“34 指出，向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

发香港人民币债券（2007 年 6 月）38 。

券是国开行最主要资金来源。证监会明确提出
“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是由国家财政提供
担保的政策性金融债券，属于政府机构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对国开行资金运用的解释，
国开行资本金和借入资金有不同用途，国开行

1994 年国开行第一批 650 亿元金融债券成功

的贷款分为两部分。一是软贷款 39，即国家开

发行，对象是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资

发银行注册资本金的运用，其主要按项目配股

金全部用于国家计划安排的基本建设和技术

需要贷给国家控股公司和中央企业集团，由其

改造项目。1994 年至 1998 年间，国开行累

对企业参股、控股。二是硬贷款 40，即国开行

。国开行筹

借入资金的运用，国家开发银行在项目总体资

集资金的另一方式是向国外筹集资金。1996

金配置的基础上，将借入资金直接贷给项目，

年国开行在日本东京成功发行 10 年期 300 亿

到期收回本息。目前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主要

日元武士债，1997 年国开行再次在美国成功

是硬贷款 41。

计发行金融债券 4942.09 亿元

35

发行 3.3 亿美元扬基债券。这两次的境外发债
经验，使国开行在国际资本市场集资打通了渠
道，之后十几年，国开行又多次发行美元债券
和欧元债券 36。1998 年之前，中国债券市场
化体系还未形成，国开行在发债上一直采取向
金融机构派购的方式。1998 年，国开行以承
销团，即市场化招标方式，发行了第一期 50
亿人民币金融债券，迈出了银行间债券市场市
37

场化发债的第一步 。

2.4 业务领域
国家开发银行以增强国力、改善民生为宗旨，
依托国家信用，以市场化的运作服务于经济、
社会的发展，主要通过开展中长期信贷与投资
等金融业务，为国民经济重大中长期发展战略
服务。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二十年来，为支持国
家重点建设、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区域
协调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普惠金融改善

以首笔市场化债券发行为开端，国开行积极开

民生和服务国家“走出去“战略做出了重要贡

拓市场化发债的尝试，不仅解决了自身长期稳

献，其贷款支持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定筹集资金渠道问题，也对中国债券市场发展
产生了影响。其中重要发债实践包括：发行国

支持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以及战略

内第一支浮动利率债券（1999 年 3 月），首

性新兴产业等重点领域和国家重大项目建设：

34

国家开发银行筹备组 , “国家开发银行组建和运行方案 ,” http://www.docin.com/p-280454933.html.

35

国家开发银行 , “国家开发银行金融债券发行大事记 ,”http://www.cdb.com.cn/web/newsinfo.asp?newsid=619.

36

世界经济研究数据库 , “中国 2000 年及以前宏观经济政策回顾 ,” http://www.stats-iwep.org.cn/article.asp?id=262

37

中国人民银行 ,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家开发银行市场化发行国开行金融债券的批复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asp?id=67575

38

陈元 & 郑之杰 , 国家开发银行史 , 北京 : 中国金融出版社 , 2013.

39

软贷款 : 国开行和中国财政所以长期优惠的方式发放的贷款，其特点是利率低、偿还时间长和设有宽限期。

40

硬贷款是国家开发银行利用借入资金 ( 包括在国外发行的债券和利用的外资 ) 发放的贷款，包括基本建设贷款和技术改造贷款。

41

中国人民银行 , “国家开发银行 ,”

http://www.pbc.gov.cn:8080/publish/jinrongxiangguan/1027/2009/20090611155239910519752/2009061115523991051975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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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90% 的贷款投向电力、公路、铁路、石油
石化、煤炭、邮电通讯、农林水利和公共基
础设施等国家重点行业。
支持社会瓶颈领域：包括新农村建设、中小

2.5 融资考量因素
国开行运用和依托国家信用，通过组织增信方
式来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市场制
度和社会信用制度。根据国开行公开披露且可

企业、微贷款、创新科技、扶贫、教育、住房、 获得的信息可知，国开行选择贷款的标准主要
医疗卫生、环保以及应对突发事件和自然灾
害等，承担金融的社会责任。
支持国家“走出去”战略，开展国际合作业务：
国家开发银行高度关注与中国有长期合作关
系的重要国家和地区，秉持互利、合作、共
赢的原则，重视与亚洲、非洲、南美洲和周

有 42：
1、项目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
区域发展政策；
2、借款人达到国家开发银行客户信用评级 43BBB
级以上（含 BBB 级）；

边等国家和地区在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 3、项目建设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家要求；
农业、民生、能源等重点领域的合作。近年来，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逐步实施，
国家开发银行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

4、项目有较好的市场前景、具有还本付息能力；
5、具有完善的信用结构。

推进重大项目，支持铁路、核电”走出去“，
参与发起设立丝路基金，配合筹建亚洲基础设

可以看出，以上这些标准是结合信用风险、市

施投资银行，深化上合银联体、中国 - 东盟银

场风险、合规风险的综合考虑。在此之上，国

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等多边金融合

开行的贷款还应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项目所

作，推动成果落实，发挥中非基金、中葡基

在行业的规范。对国开行运营产生影响的关于

金对外投资平台作用，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 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政策主要包括以下：
和人民币国际化。

自 2005 年起，国家开发银行就开始将《中华

促进金融安全和金融稳定：积极参与国内中

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纳入其项目投融

小金融机构改制重组，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国

资决策考量中，在评审项目时坚持环境影响评

内商业银行和社会资金投向，提高金融运行

价的一票否决制，对没有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

效率。

项目不予评审和贷款 44。

42

国开行 , “国家开发银行选择贷款项目的标准是什么？”http://www.cdb.com.cn/cdb_c/client/t6.htm

43

国开行客户信用等级分为 AAA 级、AA 级、A 级、BBB 级、BB 级、B 级、C 级七级

44

http://www.solidwaste.com.cn/news/1642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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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和环保部 2013 年 2 月发布了《对外投

2016 年，为贯彻落实《中国制造 2025》和

45

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旨在指导中国企业 《国务院关于创新重点领域投融资机制鼓励社
在对外投资中规范环保行为，引导企业履行环

会投资的指导意见》，重点支持企业应用能效

保社会责任，以推动对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

信贷等投融资机制，开展节能节水改造，加强
能源管理信息化建设，开展清洁生产、生态设

46

银监会 2012 年 2 月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 ，

计和资源综合利用，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

作为“绿色信贷”政策的最新诠释，《指引》

推动工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工信部、国开

旨在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绿色信贷调整

行联合展开工业绿色发展重点项目推荐工作，

信贷结构，有效防范环境和社会风险。

共同支持一批重点项目，形成《工业节能与绿

中国银行业协会 2009 年 1 月发布了《中国银
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该指引强
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
经营理念，建设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文化，

色发展重点项目推荐目录》48，国家开发银行
按照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有关监管要求，为进
入目录的项目提供投融资等综合性金融服务。
除了符合政策的要求，国开行还自愿加入了相

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优化资源配置，支持社会、 关国际原则，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金融倡议
49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该指引从经 （UNEP FI） 。该倡议强调要把环境考虑纳
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三个方面对银行

入标准风险评估流程的必要性，其主要目标就

业金融机构应该履行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

是倡导银行在运作时，必须要考虑到环境因

阐述，并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素，并且鼓励民间部门投资在有益环境的技术

的管理机制和制度提出了建议 。

与服务上。

2013 年以来，国开行与环境保护部积极沟通

此外，国开行努力推进绿色金融工作，专门成

47

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重点， 立了由总行行长担任组长的绿色信贷工作组。
研究制定了《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2015 年，国开行印发了《关于做好 2015 年
提出了重点支持领域，明确划分出涉霾行业原

绿色信贷相关工作的意见》，正式将绿色信贷

则上不予支持的项目，并提出相关项目在评审

发展战略纳入开行“十三五”业务发展规划的

阶段的具体要求，切实防范潜在风险。

范畴。

45

商务部 & 环保部 , “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 http://www.zhb.gov.cn/gkml/hbb/gwy/201302/t20130228_248632.htm.

46

银监会 ,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绿色信贷指引的通知 ,”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DOC_ReadView/127DE230BC31468B9329EFB01AF78BD4.html
47

中国银行业协会 , “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指引》, http://www.china-cba.net/bencandy.php?fid=42&id=1183

48

http://www.gkfree.com/news/detail/36960.html

49

全球超过 200 家金融机构签署该倡议，中国有 4 家：国开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平安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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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开发性金融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实施
“走出去”战略又称国际化经营战略，是指中

汇贬值的风险；并且，中国企业“走出去”可

国企业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两种

以更好地发挥建设、交通等领域的优势；最后，

资源“，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

寻求可持续的能源资源供给，以满足国内日益

对外劳务合作等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与合

增加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也成为海外投资的重

作，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强国战

要考量之一。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希望借此

50

略 。1979 年 8 月，国务院提出“出国办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扩大有效需求，以缓解国内日
第一次把发展对外投资作为国家政策，拉开了

益严重的资源、环境、生态压力，并通过这种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序幕。随着我国改革

方式达到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

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化，在“引进来”的同时，
“走出去”的需求也不断增强，“走出去”战

经过十余年发展，“走出去”战略取得显著成

略的正式确定是在 2000 年的十五届五中全会

果。根据相关部门 51 统计，截至 2014 年底，

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球 186 个国家或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

上，并将其作为四大新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 中 国 1.85 万 家 境 内 投 资 者 在 国（ 境） 外 共
城镇化战略、人才战略和”走出去“战略）之一。 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 3 万家，分布在全
就是要实施“走出去”的开放战略。

8826.4 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域分布

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发生了深刻变

位的国家 / 地区存量占总量的近 90%，对“一

化，这些变化影响着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为 136.6 亿

随之产生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中国通过“走出

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 11.1%52。

去”来化解。走出去投资的动因来自多方面，

2014 年，中国对主要经济体投资保持快速增

其中，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长，投资行业分布广泛，投资存量规模超过

的瓶颈之一，推动投资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

1000 亿美元的四个行业分别是：租赁和商务

的引擎；此外，中国外汇储备也在 2011 年突

法物业、采矿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上

破 3 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企业 “走

述 4 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达 6867.5 亿美元，

出去”可以消化国内过高的外汇储备，缓解外

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 77.8%53。

高度集中，2014 年底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 20

第一节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境外投资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了共建“丝

（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5 年

50

于晓 & 矫磊 ,“走出去”战略概述， http://qwgzyj.gqb.gov.cn/yjytt/159/1743.shtml

51

除特别说明外，本文涉及对外投资的数据摘自商务部、统计局、外汇局发布的各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统计公报”

52

商务部、统计局、外管局 , 2014 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15.

53

商务部、统计局、外管局 , 2014 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 , 北京 : 中国统计出版社 ,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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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8 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

制造、纺织等诸多领域与东道国展开了广泛的

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

合作。轨道交通领域，2014 年，境外轨道交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一带一

通建设类签订合同额 2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4

路”倡议进入实质推动阶段 。愿景指出，“一

3 倍多。承揽境外项目 348 个，带动了大批

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坚持共商、

相关设备出口和技术标准输出。通讯领域，截

共建、共享的原则下，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至 2014 年，对外直接投资累计约 147.8 亿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互通为合作重点

美元，境外设立企业约 650 家，通讯工程建

和主要内容，积极利用和加强双多边合作机

设类签订合同额 150.9 亿美元，承揽境外项

制，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区域合作

目 260 个。截至 2014 年，在电力领域对外

蓬勃发展。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直接投资累计约 127.1 亿美元，境外设立企

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 业约 250 家，境外电力工程建设类签订合同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

额 297.3 亿美元，同比增长 9%，承揽境外项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目 570 个。通过实施装备产能“走出去”，
成功使铁路、电力、通讯等优势行业的相关技

“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

术、标准和规范得到东道国广泛接受，为巩固

和“走出去”战略的新格局，通过统筹国际、

海外市场奠定了基础。

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更
高层次上，促进了资本、人力、技术、产品等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五通”为主要内容

要素的流动，形成不同发展阶段国家间的相互

和合作重点，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能顺

促进、合作共赢的良性循环，契合了国际国内

利实施的基础。开发性金融在“一带一路“建

经济发展的需求。倡议自提出以来，中国企业

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是

对外投资合作快速增长。2014 年，中国对“一

新型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沿线区域是全球主

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流量为 136.6

要的能源和资源供应地，区域各国资源禀赋各

亿美元，年末存量达到 924.6 亿美元。其中，

异，发展水平不一，很多国家正处于工业化、

2014 年中国对东盟 10 国的投资流量为 78.1

城市化的起步或加速阶段，对能源、通信、交

亿美元，年末存量为 476.3 亿美元；对中亚

通等基础设施需求很大，但供给却严重不足，

地区的投资流量为 5.5 亿美元；截至 2014 年

面临建设资金短缺、技术和经验缺乏的困境。

末，对中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超过了 100

据亚行估计，至 2020 年，亚洲各经济体的

亿美元。

基础设施要达到世界平均水平，需要投资近 8
万亿美元，区域性基础设施建设另需 3000 亿

截至 2014 年末，中国制造业累计对外直接投

美元，资金缺口巨大 55。于基础设施投融资而

资 523.5 亿美元，设立境外制造业企业 6105

言，其项目资金需求量大、建设和资金回收期

家，在计算机、通信、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

限较长，未来收益虽稳定，但回报率比较低，

54

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30_669162.html

55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5-03/18/c_111468756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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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进入的积极性不高。发展中国家普遍

引入外部资本，发挥开发性金融作用，以中长

财政实力较弱，国内资本累计严重不足，亟需

期投融资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第二节 “一带一路”倡议下国开行境外投资策略和主要投资形式
国家开发银行为我国境外投资和“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作为服务国
家战略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最大的对外投融
资合作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多年来积极以市场
化方式大力开拓国际合作业务，在先期相关规
划研究的基础上，发挥金融引擎和先导作用，
全力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实施，在基

2.2.1 境外投资审批程序及国开行所扮演的角色
通常情况下，中国企业“走出去”必须获得至
少三个政府部门的审批或核准，分别是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国家商务部、国
家外汇管理局（外管局），其职权和管理事项
分别为：

础设施、能源资源、产业发展、社会民生、金

发改委：主管规划、监管和协调中国经济发展

融合作、人文交流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截

和行业政策，对外投资项目的立项审批；

至 2014 年底，国开行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签约 1373 亿美元，累计发放贷款 1315 亿

商务部：负责具体境外投资事项审批，并发放

美元，支持项目超过 400 个，涉及能源、矿产、 中国企业境外投资证书；
交通基础设施、产业园区、装备制造、农业等
领域，承诺贷款超过 1500 亿美元，贷款余额

外管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登记及备案。

约 900 亿美元。
图 5 中国企业“走出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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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进行境外投资前，需经过不同政府部

具有市场和政策双重功能的国开行成为企业

门的审批，流程详见上图。2014 年，国家发

“走出去”首选的金融合作机构。国开行在为

改委和商务部先后发布新的管理办法，企业境

企业“走出去”服务时，并不是简单的贷款机

外投资流程大为简化，耗费时间也显著减少。

构角色，而是包括风险评估、渠道开拓和融资

自 2014 年 5 月 8 日《境外投资项目审批和备

规划在内的一整套“投资顾问”服务，“贷款

56

案管理办法》颁布起 ，不同金额和企业类型

换资源”和“贷款换基础设施”是国开行海外

的投资由不同级别的主管机构进行审批或备

投融资的主要模式之一。

案

57，58

。根据商务部 2014 年 9 月发布的《境

外投资管理办法》，2014 年 10 月 6 日起，

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开行主要充当金融

企业境外投资涉及敏感国家和地区、敏感行

“开拓者”的角色，发挥其中长期投融资优

业的，实行核准管理 , 其他情形实行备案管理

势和作用，以市场化方式和开发性方法，服务

59

。最后，中国企业投资者需到外管局办理外

“一带一路”倡议的规划和实施。在对外投资

汇登记，将外汇汇出中国。对于境外并购类项

中，国开行以基础设施、装备制造、金融、农

目，投资者需根据规定履行向商务部及外管局

业、民生和能源等领域为重点，与沿线各国政

前期报告的义务。

府、企业和金融机构展开项目合作，参与发起
并建立了丝路基金，配合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

2.2.2 国开行境外投资策略
自 1998 年开始，国开行就在北京注册成立了
第一家合资基金，即中瑞基金。截至 2007 年，
规模 50 亿美元的中非发展基金设立时，国开
行共创立了六只国际基金，但其海外业务的规
模和收益，在整体业务结构上可称得上“无足
轻重”，其基金管理更多是起到考察市场和搭
建渠道的作用。

资银行，支持中国企业境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
化。截止 2014 年底 60，国开行外币贷款余额
2670 亿美元，跨境人民币贷款余额 564 亿元，
仍然是中国对外投融资的主力银行。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需要大量的资金、
技术和知识支持，资金 / 金融融通是“一带一路”
建设目标“五通”中重要的一环，是带路建设
必不可少的保障。带路沿线 60 多个国家基础

从 2004 年开始，随着国家放松国内企业境外

设施和金融需求非常强烈，预计未来 10 年，

投资政策，中国对外投资规模迅速增长，国开

中国带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将突破 2.5 万亿美

行也开始在国际业务上“投棋布子”，同时内

元 61。 据 亚 洲 开 发 银 行 测 算，2010 至 2020

部进行体制改革，由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银行

年亚洲各经济体的基础设施要达到世界平均水

转变。随着国内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

平，需每年投资 7500 亿美元 62，而资金来源

56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1404/W020140410560098013507.pdf

57

中国国家发改委下放境外投资项目审批权限 http://gb.cri.cn/42071/2014/04/11/6871s4500254.htm

58

国家发改委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 http://www.sdpc.gov.cn/zcfb/zcfbl/201404/W020140410560098013507.pdf

59

中国商务部发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409/20140900723361.shtml; 商务部就发布新修订的《境外投

资管理办法》进行解读，http://www.ahbofcom.gov.cn/XXGK/TitleView.aspx?Id=135138
60

国家开发银行 , “2014 年年度报告 ,” http://www.cdb.com.cn/gykh/ndbg_jx/2014/

61

http://www.scio.gov.cn/ztk/wh/slxy/31215/Document/1446225/1446225.htm

62

http://mddb.apec.org/documents/2009/MM/FMM/09_fmm_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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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国开行境外投资发展策略和目标
在境外投资发展的新阶段，国开行将进一步发挥开发性金融在重点领域、薄弱环节、
关键时期的功能和作用，以“五通”建设为主要内容，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发挥
长期积累的中长期投融资和国际业务经验，与国内外金融机构及多边开发性机构
密切合作，加大金融创新力度，以更丰富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多双边合作项目
需求，努力促进“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强劲、包容、可持续增长。
继续深化政银合作，确保政策沟通。在支持中国海外投资战略实施过程中，做好
与国家“一带一路”规划对接，有效整合多方资源，促进多双边政府间合作机制
建设，加强金融同业交流合作，为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支持重大项目建设，推进设施联通。紧密围绕国家战略，积极开展东南亚通道、
中亚运输通道、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项目的前期工作，在油气、
核电、高铁、装备、港口、园区等领域，支持一批重大合作项目。进一步完善“一
带一路”重大项目储备库，发挥开行驻外工作组贴近项目的优势，主动构造和推
动一批经济效益好、风险可控的项目，为中资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
发挥综合经营优势，助力贸易畅通。充分发挥国开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利用国
开金融、国开证券、国银租赁等专业化子公司，以及中非、中葡、中法等对外基金，
加大金融产品和模式创新力度，探索投融资合作新模式，加强与区域、次区域金
融机构以及合作国中央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主力商业银行等的合作，积极开
展多种金融业务，为“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客户提供全方位、一站式金融服务；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促进货币流通。国开行将发挥在上合银联体、中国—东盟银
联体、金砖国家银行合作机制等多边框架中的影响力，大力推动人民币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融资使用；
支持民生发展和人文交流，服务民心相通。积极支持合作国产业项目及工业园区
开发，支持农业、林业、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发展。坚持推行“绿色信贷”，注
重项目环境和社会效益，把资源环境承载力作为重要原则和约束边界，实现所在
国和国开行对外投资的双重可持续发展。开展国际交流和人员培训，培养多双边
合作急需的跨文化交流人才，提升各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同。
摘自：《国家开发银行 2014 年可持续发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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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创立伊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
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外，
国开行也会在其中发挥关键作用。
2.2.3 国开行境外投资的主要形式

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制造商。
不局限于中国企业，国开行还通过对外国企业
的资金支持，发挥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作用，
帮助在地国实现国家战略。如在 2009 年，作
为巴西政府和中国政府合作计划的成果，国开

国开行不仅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资金支

行承诺向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63 提供为期 10 年、

持，同时自身也在“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融

总额 100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巴西国家石油公

资业务。国开行的海外投资可以分为债权投资

司投资计划，包括购买中国货物和服务。

和股权投资，债权投资即贷款，是国开行海外
投资的最主要形式。国开行的贷款不仅支持中
国企业“走出去”，还对外国企业、海外项目
进行资金支持，具体可做以下分类。
直接贷款指国开行将贷款直接发放给中国企
业或外国企业，一般是优质的大型企业。

国外银行转贷指他国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与
国开行签订贷款协议，借入资金，然后作为债
权人将此资金转贷给国内借款人的中长期外
汇贷款。此类借款人大多是在当地进行投资的
中国企业。
国开行通过国外银行的转贷业务为中国企业

国开行支持传统的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的投

在“走出去”过程中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如由

资。如中石油在寻求海外收购时，国开行给予

中石化承建、2010 年竣工的卡塞内天然气输

了大力支持，双方于 2009 年签署长期战略合

送管道项目，合同额为 10.16 亿美元，由国

作协议，国开行在 5 年内以优惠利率为中石

开行为巴西社会发展银行提供总额 7.5 亿美元

油提供 300 亿美元的融资额度。此前，国开
行也曾为中石油开展中俄原油贸易、中委石油
合作、中亚天然气管道、哈萨克斯坦 PK 收购
等一系列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国开行也
支持华为、中兴等优质民营企业的海外扩张。
以华为为例，国开行 2000 年给予华为 11 亿

的贷款，此项贷款资金成为 10.16 亿美元合
同额的一部分回笼到中石化。
项目融资指国开行向特定的项目提供贷款协议
融资 , 对该项目产生的现金流享有偿债请求权 ,
并以该项目资产作为附属担保的融资类型。

人民币的中长期贷款，用以建设其深圳 - 坂田

此类项目大多来自国内外大型国有企业，如中

基地技术研发中心。2004 年，国开行为华为

钢、五矿、三峡集团等。2006 年国开行作为

提供总额 100 亿美元的意向融资支持，并于

项目融资银行参与了中钢集团和萨曼科的合

2009 年将额度提高到了 300 亿美元。在国开

作，并于 2007 年向中钢发放 2 亿美元贷款，

行的支持下，华为的海外销售额从 2002 年的

同年 5 月中钢与萨曼科合资公司成立。借此

6 亿美元增长到了 2012 年的 234 亿美元，成

收购，中钢集团为其发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矿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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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源，并为中国资源性企业的海外并购提供

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6 月，

了经验。通过对中国企业的项目融资，增加了

是一支规模为 30 亿美元、专注于对非投资的

企业和国家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

股权投资基金。通过投资和咨询服务等方式，

发展整体战略有着长远的意义。国开行的项目

引导和支持中国企业开展对非直接投资，主要

融资不止局限于中国企业，还通过支持外国企

对区域航空、港口、电力、农业、医药、汽车

业，达成其“走出去”的目标，实现其对外

和家电组装等领域投资，以市场化方式促进非

投资策略。2008 年 3 月，国开行与巴克莱银

洲经济社会发展。截至 2014 年底，累计投资

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开展银团贷款，共同为埃

31.3 亿美元，涉及项目 80 个。中非发展基金

及 OTH 项目提供 25 亿美元贷款，这是国开

目前已有加纳电厂、中非莱基、中非棉业、苏

行与埃及当地知名企业首次合作的项目。通过
该项目，国开行在埃及乃至北非地区提高了知
名度，并与国际知名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国开行在海外对中国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时，通过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也能很好地规
避风险。
股权投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
条 64，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
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
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
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中国并没有出
台关于政策性银行的法律，国开行目前属于
开发性银行，其自身业务并不涉及股权投资，
股权投资是其两大全资子公司，即国开金融
有限责任公司和中非发展基金有限公司的主
要业务。同时，为了完善其市场化运作机制
和方式，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社会经济目标的
实现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国开行投
资成立了多家全资子公司，并与其他国家共
同建立了多项双边基金。

64

伊士园区等重点投资成果 65，其管理的中葡基
金业务也稳步推进，引导并扩大了中国与葡语
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
国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5 月，
国开行持有其 95% 股权。业务涉及航空、船舶、
车辆、工程机械、城市基础设施、大型设备、
高速公路、轨道交通、电力能源、保障房、中
小企业等领域，遍及全球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国银租赁主要协同国开行服务国家战略，支持
产业转型升级和国际合作等重点领域发展，支
持国产设备制造、服务企业“走出去”。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8 月，
其四大业务领域包括新型城镇化、产业投资、
海外投资和基金管理。推动设立国家集成电路
产业基金、中国 - 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丝路
基金、中国墨西哥基金、中法（并购）基金等。
自成立以来，国开金融累计投资超过 40 个项目，
累计对外投资 1700 多亿元 66。在海外投资业
务上，国开金融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将其更名
为国开国际投资，使其成为海外投资平台 67。
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8 月，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决定》修正”

http://www.gov.cn/ziliao/flfg/2005-09/12/content_31152.htm
65

中非发展基金 , http://www.cadfund.com/Article_List.aspx?columnID=14

66

http://www.cdb.com.cn/ywgl/zhjryw/gkjryxzrgs/

67

国开行 , “2012 年年度报告 ,”http://www.cdb.com.cn/shzr/kcxfzbg/shzr_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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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证券主要涉及债券承销自营业务，同时也

此外，国开行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为拓展非

开拓大投行业务及国际业务，拓展资产管理、

洲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活跃当地经济、增加就

信用交易等创新领域。

业、拉动进出口贸易、提升当地民生水平，专

门建立了“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截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8 月， 止到 2011 年 6 月底，该项贷款项目累计开发
是国开行专门成立负责专项金融债投资的基 入库 36 个，累计金额 11 亿美元，覆盖非洲
金公司，发行投资领域包括五大类 22 个领域：

25 个国家，支持项目主要涵盖在农业和工业

异地扶贫搬迁等三农建设，轨道交通等城市

加工业，如津巴布韦棉花种植、采购、加工项

基础设施建设，中心部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

目、喀麦隆现代化水稻示范项目、埃塞俄比亚

民生改善等建设工程，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中非洋皮革厂项目等。

等转型升级项目 68。
第三节 国开行境外投资经验及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伴随着全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是

金融机构 69，国家开发银行理所当然地在“一

个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对资源能

带一路”规划和实施起始阶段，具有市场引领

源的巨大需求，其对外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具

的关键作用，在为中国对外投资的重大建设项

有资源导向性，对外投资集中在资源密集型、

目提供中长期贷款，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目

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行业和领域，且对外投

标的同时，也要兼顾市场效应，实现自身的可

资的区域主要分布于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

持续发展。因此，国开行在选择投融资项目时，

敏感性较大、当地环境和社会管理水平有限

不仅要考虑国家战略和经济收益，也要兼顾项

的国家 / 地区，再加上中国对外投资过程中从

目本身的环境和社会影响和效益。

政策引导、监督管理、风险评估、信息公开、
沟通交流、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各方面都不够
完善，因此对投资所在国和地区的环境和社会

自“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
开行积极服务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并注重自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身境外投融资规划和发展，截至 2014 年底，国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全球将近三分之二的人

与近 100 个区域、次区域金融机构及合作国中央

口和三分之一的全球 GDP，该战略有别于由

银行、开发性金融机构和主力商业银行展开密切

私营企业为主导、覆盖范围更广的中国境外投

合作，累计贷款余额达 908 亿美元，占该行国际

资，在起步阶段，即由中国国有企业和几大金

业务贷款余额的 28%，在沿线国家融资支持 444

融机构扮演开路先锋的角色。作为中国最大的

个项目，涉及能源、矿产、交通基础设施、产业

对外投融资银行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开发性

园区、装备制造、农业等领域 70。

68

http://business.sohu.com/20151029/n424503856.shtml

69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328/13590699_0.shtml

70

国家开发银行，《可持续发展报告 2014》,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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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行海外融资案例（一）
2013 年 2 月，国开行给 APP 集团提供了 18 亿美元贷款，作为对 OKI 造纸项目的支持。
OKI 造纸厂预计年产 200 公吨浆纸和 50 万吨纸巾，由 APP 印尼投资兴建，建成后将
成为印尼最大的造纸厂。
金光 APP 自成立以来即被冠以“全球最具破坏力的公司之一”的恶名，APP 在全球投
资兴建的项目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致使大片雨林和泥炭森林消失，土地利用改变，
森林破坏和生物多样性损失，土地侵占和栖息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以及比较
严重的社会冲突，如侵犯人权、原住民权利问题、文化保护等。由此可见，APP 是个
环境社会风险较高的借款方。由于相关的信息披露甚少，我们无法得知国开行在进行
项目审核评估时，是否考虑了借款方及其投资项目所面临的环境社会风险及相应的处
理措施，尽管《绿色信贷指引》第十一条要求金融机构制定针对客户的环境社会风险
评估标准，对客户的环境社会风险进行动态评估和分类，对存在重大环境社会风险的
客户实行名单制管理，要求其采取风险控制措施，建立充分、有效的利益相关方沟通
机制，寻求第三方监督管理并分担环境社会风险。
国开行海外融资案例（二）
2009 年，国开行向安哥拉提供了 15 亿美元贷款，主要用于其农业领域，由中信建设、
中工国际和中电子三家国企在安哥拉承揽大型农场综合开发项目，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马兰热黑石农业项目。黑石农场地处安哥拉马兰热省西南部，规划总面积 12,000 公顷，
项目合同总额超过 1.2 亿美元，由中信建设集团联合北新国际组成农业联合舰队开发。
黑石农场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由中资企业与安哥拉农业部签署为期五年
的承包工程合同，前三年由中方负责开荒、基建和试种，正式投产运营后，对安哥拉
农技人员培训。粮食收获后转交安方，合同期满后农场和所有设备也移交安方。
农场项目为解决安哥拉粮食安全和民生改善做出了贡献。安哥拉农业发展潜力巨大，可
耕地面积 3,500 公顷，待耕地面积超过 3,000 万公顷，但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基本靠天
吃饭，土地荒芜，技术人才短缺，粮食生产严重不足，粮食自给率仅 60%。黑石农场项
目有助于安哥拉提高农业技术和粮食产量，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帮助安政府发展多样化
经济、摆脱对石油的高度依赖。而农业加工厂更有助于安哥拉延伸农业产业链，提高农
副产品附加值，促进农业增效。项目实施过程中也注重与当地社区的联系，惠及小农户，
并注重与当地媒体的沟通，改善了当地人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印象。
来源：周瑾艳，《中国在安哥拉，不仅仅是石油——以中安农业合作为例》，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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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 60 多个国家，大多是新兴

缅甸、埃及等国频繁发生，使中国对外投资不仅

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处于经济发展上升期。

遭受了一定的经济损失，
还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

由国开行融资支持的项目，大多是沿线国家经

使得中国“走出去”形象受损，造成了不利的国

济社会发展亟需建设的行业和领域，此类项目

际影响。

的实施提高了投资所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服务水平、增加了当地就业，为其经济和社会

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发展、企业社会责任、

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与此同时，经济发展与

绿色金融等理念在中国起步较晚，还处于发展

已成为与经济发展相伴而生的重要问题，随着

薄弱，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融入到其投

自然资源利用紧密结合，环境污染、生态破坏、 阶段，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标准尚不完善，
资源无序开发和由此产生或激化的社会矛盾 相当一部分中资企业在这些方面的意识较为
“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加速和沿线区域经济
社会的发展，中国在沿线国家投资活动引起的
环境和社会问题也愈加突出，环境社会风险控
制和管理已逐渐成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投资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之一。

资行为缺乏主管能动性。再加上“一带一路”
沿线很多国家环境和社会管理水平较低，相关
的法律法规和管理体系不够健全和完善，这些
因素使得中资企业在其项目投资、建设、运营
过程中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不当，对当地的
生态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作为为企业和建设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地缘政治和宗教形势复杂、 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国开行在项目
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环境敏感度

融资审核过程中对其建设运营可能产生的环

较高，如上所述，国开行对沿线国家的投融资以

境和社会风险关注不够，相关的项目筛选、评

资源寻求和制造业等对环境和社会影响较大的

估、审核、风险控制和管理机制不完善，在资

大型建设项目为主，给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

金流和项目实施的前端未能对其面临的风险

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随着投资的活跃和增加而

加以妥善、严格的控制和管理，对目前采用的

逐步显现并受到了当地居民和社会团体的广泛

投融资项目筛选过程中与环境和社会风险相

关注。同时，“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资源

关的政策和程序并不公开、透明，缺乏与公众

掠夺论”、“中国生态倾销论”和“中国环境新

对此类问题进行沟通交流的相关机制，所融资

殖民主义”等言论的流传，很多国家将发展中不

项目的相关信息也未向公众公开。

可避免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也归结到中国投资上，
引起了当地政府和社区对中国企业某种程度的
抵触和不满，增加了中国企业投资的社会风险。
而且，政府部门、投融资机构和中资企业通常坚
持其投资活动遵循所在国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
原则，习惯将与所在国政府的关系好坏作为投资
决策的重要标准，某种程度忽略了项目本身的环
境和社会风险，也忽略了与当地社区和社会团体
的沟通交流，导致项目受影响社区获得信息的渠
道和内容较少，使中国投资的项目遭到质疑、指
责，
乃至被抵制而停滞，
此类问题在柬埔寨、
老挝、
28

图 6 丝路沿线的资源储备占全球储备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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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查
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对于美国地质 探局（Unites Geological
Survey）商品统计和信息的分析。选取国家基于近期关于一带一路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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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与
国开行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的比较和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提供了一个与国际

环境社会风险识别、评估和管控等方面做得并

社会共同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不理想，甚至没有一套相对系统、完善且公开

的机遇。2015 年公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

的环境社会保障体系或规则。国开行从 2008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年开始改制，2015 年 3 月国务院将其明确定
中明确表示“强化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

位为开发性金融机构 72，相对成立于 1944 年

运营管理，在建设中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影响”。 的世行和成立于 1966 年的亚行等在全球环境
保护投资所在国生态环境、合理有效地开发

和经济治理中影响重大的国际机构而言，国开

利用当地资源能源、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

行作为开发性金融机构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

与投资所在国共商、共建、共赢，实现“一

展中发挥作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通过

带一路”建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对中

借鉴世行等机构已有的相对完善、系统的环境

国政府、金融机构和中国企业而言，既是责任， 社会保障制度，结合国家及自身在绿色低碳、
也是挑战。
能源资源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社会经济治理
中国对外投资中遇到的环境、社会，乃至经济、
政治风险，发达国家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在其
最初“走出去”的过程中也曾经历过，并已
对其境外投资中如何有效地进行环境社会风

等方面的战略和发展需求，制定出一套行之有
效的环境社会管理体系，对国开行和中国境外
投资，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治理有
着重要的意义。

险评估和管理积累总结了相当多的经验和教

作为国际多边性金融机构的世界银行，对其所

训，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管理和保障制度。

支持的项目有一套完整的《业务政策》，通

这些均可为国开行提供参考和借鉴作用。

过这些政策可以有效确保世行的项目和活动具

3.1 国开行与现有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环境与社
会保障政策的比较
尽管国开行已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开发性
71

有经济、财务、社会和环境可行性。其业务政
策主要将这些政策分为了四大类，分别是商务
产品与工具政策、安全保障政策、信用政策和
管理政策。其中依照其《业务手册》，安全保

金融机构 ，也是中国境外投资的主要金融支

障政策分别由环境评价政策以及旨在预防对第

撑，但与世行、亚开行和非开行等国际多边

三方和环境的非预期负面影响的政策两部分组

金融机构相比，国开行在其投融资活动中的

成。该安全保障政策涉及自然栖息地、病虫害

71

http://finance.ifeng.com/a/20150328/13590699_0.shtml

72

http://www.cdb.com.cn/gykh/kh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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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腐败、文化财产、非自愿移民、少数民族、 项目信息、评估审核文件、项目筛选标准均未
大坝安全、在国际航道上实施的项目以及在有

对外披露，未形成一套系统的社会环境保障政

争议地区实施的项目，具体见附件 2。

策和运行指南，也未建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与拥有较为完善的环境社会保障政策的世界银
行相比，国开行还处于由政策性银行向开发性
银行的转型阶段，附件 1 列出了国开行制定实

与利益相关方、受影响区域和人群就项目基本
信息及影响、负面影响和由此产生的纠纷的解
决方案进行沟通交流。

施的环保、节能减排等方面的政策，根据其所

附件 4 中列举了非洲开发银行制定实施的保

披露的政策可以看出，其政策属于紧跟国家政

障体系、政策所涵盖的部门与主题，并详细叙

策导向的。当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后，国开行会

述了世行转贷资金使用规则。非洲开发银行环

有相应的政策和规则跟进，这是由国开行身为

境和社会保障体系涵盖了 13 个部门和 5 个主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 “政策性”身份决定的。

题，对环境、经济及金融监管出台了一系列政

根据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国开行与环境社会风

策文件，并对处于审批过程中的项目进行环

险管理相关的政策比较松散，还未形成一套成

境评价影响公示 76。与亚行类似，非洲开发银

体系的、涵盖各行业或各个重点环境社会问题

行也有综合环境与社会保障政策声明，其运营

的政策体系。国开行正在不断完善其贷款项目

政策与亚行强调的领域不同，非开行强调温室

环境效益评价体系，如依照银监会要求执行

气体、有害物质、资源有效利用、劳工工作条

《环境影响评价法》，将环境影响评价通过相

件、健康安全等相关领域的问题，在应对气

关部门审核作为项目审批过程中的必要考量因

候变化融资方面，非洲开发银行在 2014 年 3

素 ；在审批国内项目时，依照环境保护部对

月成立了非洲可再生能源基金（AREF）77, 并

“十二五”减排约束性指标的要求，研究针对

与丹麦银行合作成立了非洲可持续能源基金

73

74

不同行业的绿色信贷评价指标、测算方法 。
与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对比，国开行信息
披露和申诉机制方面有很大改善空间。如亚行

（SEFA)78，专门用于支持中小型的新能源创
新项目。相比而言，国开行在中小型企业绿色
信贷方面还在处于前期筹划和研究阶段。

在其四项环境社会保障要求（见附件 2）中，

国开行参考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赤道原

根据对环境社会的影响程度划分的四种项目

则等国际指南，针对国际业务的环境和社会影

类别，分别制定了详细的信息公开、申诉和问

响建立了一套评价体系，即环境保护授信评审

75

责机制 。而且，世行、亚开行和非开行对申

制度。在借款人评审中，将企业环境和安全

请其资助的所有项目或活动的社会环境影响

事故风险作为信贷准入评审的重要内容；在项

及评估文件进行公示。相对而言，国开行资助

目政策性风险评审中，对拟建项目的环境风险

73

Glob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e (2010), Environmental Policies on China’s overseas investment,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p63.

74

http://www.cdb.com.cn/web/NewsInfo.asp?NewsId=5190

75

亚洲开发银行，保障政策声明，2009 年 6 月

76

http://www.afdb.org/en/documents/environmental-social-assessments/executive-summary-of-environmental-and-social-impact-assessments/

77

http://www.afdb.org/en/news-and-events/article/african-renewable-energy-fund-aref-launched-with-100m-committed-capital-and-anchor-

investments-from-afdb-and-sefa-12901/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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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开行与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的环境社会标准比较
国家开发银行

世界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

项目环境社会影响评估（ESA）

有规定

有规定

有规定

有规定

分行业的社会与环境标准

部分行业
有能效限制

有要求

符合东道国的
环境社会法律法规

鼓励执行

有规定

有规定

有规定

符合国际环境社会标准

鼓励执行，无要求

有规定

有规定

有规定

信息披露和公开

无

信息获取政策

公共交流政策

信息披露和公开政策

申诉机制

无

有规定

有规定

有规定

第三方审核

无

有规定

有规定

有规定

项目建设运营时的
审核和监督管理

有规定

计划建立中

包含在 ESA

包含在 ESA

负面 / 排除清单

正在制定

没有

有规定

有规定

农业、能源等行业 农业、教育、能源和基
的标准制定计划
础设施等行业有规定

进行分析，评估项目是否符合所在国或地区的

面意见作为其对外投融资项目贷款评审的一

相关法律法规。国开行规定，借款方在借款合

项必要条件 79。此项制度的实施，降低了国开

同签订前，必须获得所在国（地区）政府正式

行国际合作项目贷前贷后的环境风险，有利于

批准的环评文件，否则不予贷款。在国开行对

提升投融资项目的环境和社会收益，促进中国

客户的信用评级中，项目是否取得环评审批手

金融机构对外投融资活动的可持续发展。

续是一项重要参考指标，因环境问题受到处罚
的客户，会被降低信用评级；国开行对项目实

3.2 国开行与其他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环境与

施贷后环评风险监控，违反环保法律法规或发

社会保障政策的比较

生重大安全事故的企业，会被下调资产质量等
级，情节严重者，将面临被限贷、甚至停贷的

世行、亚行和非开行都属于国际多边开发性金

后果。投融资项目在所在国当地的社会效益，

融机构，历史较为悠久，保障制度比较完善，

也是国开行授信业务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其运行和审核程序也比较系统。而国家开发银

分，国开行也将境外律师对包括环评在内的书

行属于中国的国家金融机构，其运行管理制度

79

http://www.cdb.com.cn/xwzx/mtjj/201512/t20151224_9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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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边性金融机构有一定的区别。因此，我们

优先领域、一般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

选择了性质类似的其他国家的开发性金融机

融资和创业资金。

构，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和巴西国家开发银行 80 与其进行比较，以进
一步了解国开行的环境社会保障制度与其他
国家金融机构之间的差距、所面临的问题和需

根据 2016 年 4 月修订的 kfW 环境、社会和气
候绩效评估准则和程序，kfW 有一套完整、系
统的评估体系，确保其所有投融资活动符合环

要做出的努力。

境社会及其他关键发展政策，根据其可持续发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于 2006 年签订了

目标，kfW 制定了九个领域的投融资原则：避

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PRI），承诺在其

免、降低和限制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包括气

投融资分析与决策，以及核心借贷业务中融入

候损害排放和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热带雨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并实施公开

林，可持续地管理自然资源；考虑气候变化合

透明的交流和沟通机制，不断提升其可持续发

理且可预测的影响，包括适应气候变化；避免

展方面的意识。kfW 建立了一套可持续和环

对社区生活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原住民和其他

境保护管理体系 81，以控制和管理其自身运营
管理和投融资活动的环境社会影响，体系包
括 kfW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声明、kfW 集
团可持续指南、kfW 集团内部环境管理指南、
kfW 开发银行环境社会和气候绩效评估准则
和程序、kfW IPEX-Bank 指南、kfW 集团关
于燃煤发电项目的融资指南。根据 kfW 集团
可持续发展指南，kfW 投融资活动需考虑社
会和环境影响，其最低标准是符合国家相关法
律法规，在此基础上采纳国际认可的环境社会
标准，如欧盟环境社会标准、世行的环境社会
保障政策、IFC82 环境社会可持续性绩效标准
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相关标准。在识别

展目标和避免负面环境社会及气候影响风险的

脆弱群体，确保原住民的权利、生活条件和文
化价值的维护；通过恢复受影响群体先前的生
活条件，来避免非自愿移民和强迁，以及土地
利用方式改变造成的环境和社会负面影响；确
保投融资活动中所涉及人员的职业健康安全和
工作环境的卫生防护；谴责强迫劳动和童工，
禁止用工歧视和职业歧视，支持结社自由和集
体谈判的权利；保护文化遗产；支持对投融资
活动中可能产生的环境、社会和气候负面影响
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执行机构。此外，kfW 不支
持核能项目，并申明对奢侈品、破坏环境的产
品、军用技术和体系也不予支持。

全球面临的关键挑战的基础上，kfW 确定其

kfW 环境、社会和气候绩效评估准则和程序

投融资活动的三个优先领域为：气候变化和环

确定了一套通用、有约束力的环境、社会和气

境、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以及人类发展。除此

候标准，用以对申请资助项目进行设计、评估、

之外，kfW 主要涉及的领域包括减缓贫困的

实施和监测。规定了环境社会尽职调查和气候

80

选择这几家银行的原因：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是欧洲发达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代表，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是亚洲发达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代表，巴西国家开

发银行是发展中国家的代表。通过与国开行现行政策的对比，能比较全面的了解国开行环境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运行所处的阶段和与其他国家类似机构之间
的差距。
81

https://www.kfw.de/nachhaltigkeit/KfW-Group/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Banking-Operations/Sustainable-Investment/KfWs-Sustainable-

Investment-Approach/Exclusion-Criteria/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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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的步骤和评估标准、项目筛选和分类原

的考虑和规定，二者均未对外公开其相关的环

则、利益相关方参与和申诉管理，界定了可

境社会管理政策和实施细则。根据巴西央行的

能会产生重大负面环境社会影响投融资活动

要求，BNDES 制定了社会环境政策准则和工

的说明性清单，并在 IFC 排除清单的基础上建

具 87。为了实现特定的环境社会效益和可持续

立了“排除准则”，以保障其资金不会流入

发展目标，BNDES 利用不同的金融和政策工

可能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产生不可接

具，并为其关注的重点领域制定了相应的环境

83

受的负面影响的项目和领域 。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DBJ）从 2001 年开始，
就签订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金
融机构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声明书”。

和社会规范，包括：亚马逊基金、气候基金计
划、电力部门投融资环境标准、蔗糖和酒精业
投融资指南和环境标准、养牛业环境指南。此
外，针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环境社会

问题，巴西国家开发银行对有助于改善环境社
此外，DBJ 还签订了可持续发展金融行动准则， 会管理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的项目给予不同
即日版的 UNEP F1 PRI84。在此基础上，为了 条件的优惠政策，如健康、教育、城市基础设
鼓励企业提高其环境管理水平，DBJ 在 2004
年发起了“环境评估贷款计划”，该计划利
用 DBJ 开发的筛选（评级）系统，对申请贷

施、低收入企业、减缓区域不公的项目等领域
的投资项目，以及环保类项目、能效、再造林、
森林保护和防止乱砍乱伐等。

款企业的环境管理水平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
结果确定贷款利率等财务条款 85。该计划覆盖

根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 2005 年债券发行说明书

各行业的大中型企业，贷款企业环境表现从企

和其历年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其他公开信息，

业综合管理、商业活动和环境绩效三个方面来

国开行的环境社会政策主要包括：必须遵守国

进行评估，环境绩效评估指标涉及应对气候

家的法律法规；提交贷款申请时必须有第三方

变化、资源利用、水资源管理措施和利益相
关方参与等方面。DBJ 环境评估咨询委员会
每年更新一次筛选（评级）系统，以反映国
际环境问题及发展趋势 86。除环境评估贷款计
划外，DBJ 项目筛选（评级）系统还包括企
业灾难恢复评估贷款计划和员工健康管理评

独立机构完成的环境影响评价及相关部门的审
批文件；环境标准和成本写入贷款协议，以体
现借贷方的环境承诺；银行设立专门的环境社
会风险评估部门，并联合其他部门管控环境和
社会问题；项目建成后需进行事后环境影响评
价并验收合格。除此之外，国开行采纳 2012 年

估贷款计划，三者统称为 DBJ 贷款认证程序。

中国银监会发布的《绿色信贷指引》88，指南界

与国开行类似，巴西国家开发银行（BNDES）

行业金融机构应当有效识别、计量、监测、控

在信贷和运行管理中加入了对环境社会风险

制信贷业务活动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建立环

83

定了环境和社会风险的内涵和范围 89，
并指出
“银

https://www.kfw.de/nachhaltigkeit/KfW-Group/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Banking-Operations/Sustainable-Investment/KfWs-Sustainable-

Investment-Approach/Exclusion-Criteria/
8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一个关于金融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旨在研究环境和社会对金融绩效的影响 .

85

DBJ 根据其评估体系，将企业分为 ABCD 四个等级，贷款利率分为三等：特殊贷款利率 I、特殊贷款利率 II 和正常利率 .

86

http://www.dbj.jp/en/service/finance/enviro/index.html#section03

87

http://www.bndes.gov.br/SiteBNDES/bndes/bndes_en/Institucional/Social_and_Environmental_Responsibility/environmental_policy.html

88
89

http://www.cbrc.gov.cn/chinese/home/docDOC_ReadView/127DE230BC31468B9329EFB01AF78BD4.html
《绿色信贷指引》所称环境和社会风险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客户及其重要关联方在建设、生产、经营活动中可能给环境和社会带来的危害及相关风险，包

括与耗能、污染、无敌、健康、安全、移民安置、生态保护、气候变化等有关的环境与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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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体系。针对境外项目，指南

作与国际良好做法保持实质性一致；要求对环

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公开承诺采用相关国

境社会风险有较大争议的拟融资项目进行独

际惯例或国际准则，确保对拟授信项目的操作

立的第三方审核。该指标也对金融机构拟授信

与国际良好做法在实质上保持一致”。

项目按其面临的环境社会风险制定了分类标

随后，中国银监会制定了“绿色信贷实施情况
关键评价指标”和绿色信贷统计制度，前者要
求金融机构对其绿色信贷实施情况从定性定
量两个角度涉及 23 个方面共 200 多个指标进
行评估，其中，针对境外项目管理提出了五项
基本要求，要求境外投资企业对项目所在的相
关法律法规有足够了解，对其环境社会风险管
理有一定经验；要求对拟授信的境外融资项目

准，并列出了环境社会影响较大的 A、B 类项
目 90 涉及的行业和运营阶段。绿色信贷统计
制度要求金融机构对其支持的环境、安全等重
大风险企业的信贷情况和节能环保项目及服
务的贷款情况进行统计并报送监管机构，以监
控其资金流入污染行业和绿色行业的具体情
况。同时，国家各相关部委也会对高污染高耗
能行业清单进行界定和定期更新，限制对这些

的环境社会风险实行全流程管理；要求金融机

行业的投融资，引导绿色产业的发展。以上这

构对拟授信项目承诺采用《赤道原则》、《联

些政策和指南，身为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国开行

合国全球契约》、
《UNEP 金融倡议》、
《UNEP

也会在其投融资活动中予以采纳和执行，但由

银行界关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申明》等国际

于相关信息披露较少，其审核、执行范围及力

规则或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对拟融资项目的操

度不得而知。

表 3 国开行与其他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环境社会标准比较
国家开发银行
（CDB）

德国复兴
日本政策
巴西国家开发
信贷银行（kfW） 投资银行（DBJ） 银行（BNDES）

项目所在国家合规要求

鼓励遵守

遵守

遵守

遵守

国际准则与协议合规要求，如
赤道原则，UNEP F1，联合国
全球契约等。

有限程度上
遵守

遵守

遵守

除赤道原则外

是否采纳或借鉴其他国际金融
机构标准

未声明

世行和 IFC 的环境社
会保障政策

未声明

未声明

分行业的环境社会准则

部分行业有能效限制

参照世行相关规定

无相关规定

部分行业有规定

信息披露

无

有规定

有规定

无

90

建设、生产、经营活动有可能严重改变环境原状且产生的不良环境和社会后果不易消除的项目或申请人。从事以下项目开发及运营的申请人原则上应划入 A 类：

大型水电站、水利项目；资源采掘项目；环境和生态脆弱地区的大型设施，包括旅游设施；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型设施；毗邻居民密集区、取水区的大型工业项目等。
建设、生产、经营活动将产生不良环境和社会后果但较易通过缓释措施加以消除的项目或申请人。从事以下行业的项目开发及运营的申请人原则上应划入 B 类：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火力发电、热力生产和供应、
燃气生产和供应；大型设施建筑施工；长距离交通运输（包括管道运输）项目，城市内、城市间轨道交通项目。

34

第三章 国际开发性金融机构
与国开行环境和社会保障政策的比较和分析

3.3 结论

他金融机构般，建立一套完整、系统的保障体
系，此外，日本政策投资银行主要关注环境问

开发性金融机构之所以需要设定各种政策来

题，对社会影响只在较小范围内有所规定。与

规范各类项目，是为了能够确保项目在经济、

国开行同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的巴西国家开

财务、环境及社会等各方面的可行性。与政策

发银行，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同样不甚完

性金融机构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肩负着更多涉及多国的联合项目，不完全听
命于一国政府，须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其
次，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府的任务是有所侧重
的，其选择实现的目标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
保持一致。以非开行为例，其部分政策与各国
政府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相一致，但也有很

善，但巴开行制定了详细的政策和金融工具，
在此基础上对其关注的环境敏感领域制定了相
应的环境标准和指南，同样，巴开行对项目的
社会影响关注不够，如移民、原住民、减缓贫
困、强迫劳动、童工、性别平等、文化保护等，
在其投融资审核标准里均未明确规定。

多条款是所在国政策未涵盖的，如促进地区性

通过与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和其他国家开发性

别平衡与公平、环境保护等。

金融机构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国开行的环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发展，世行、亚行和非
开行等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的环境社会
保障体系已较为完善，对申请其资助的项目或
活动的环境社会标准、预评估、实施、事后评
估、信息披露和申诉机制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要
求和规定，虽然其体系不够灵活，在增加项目
的合规成本、由于评估和合规造成项目周期延
长、申诉处理不够及时等问题上饱受国际社会
诟病。但这些国际多边金融机构在过去几十
年，对全球的生态环境治理、社会经济发展，
以及国家和地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做出
了重大的贡献。

境社会保障体系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国开行
若想转型成为真正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建
立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并进行持续的信息披
露。世行作为全球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亚行
作为区域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都与我国有着
密切的合作，其政策的设定对国开行的政策架
构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为国开行“走出去”
成为国际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树立了榜样。曾
为德国唯一一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全资拥有
的政策性银行，kfW 从 2004 年开始进行了
一系列改革，实现了政策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分
离，被视为政策性银行成功转型为开发性金融
机构的典型案例，其转型路径和完善且系统的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作为欧美发达国家开发性金

环境社会保障体系为国开行成功转型，成为国

融机构的代表，其环境社会保障体系在借鉴世

际先进的、保障制度完善，不仅服务国家可持

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相关标准、政策的基础上，

续发展战略，也在境外投融资活动中为其他国

结合其战略和发展目标，对资助项目或企业提

家 / 地区的环境社会治理做出贡献的国际开发

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和规范。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性金融机构树立标杆。而非洲开发银行作为发

在遵守国际准则的同时，开发制定了适合本国

展中地区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其经验对同为发

国情的贷款项目筛选和评估标准，但其主要以

展中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国开行也有着重

贷款计划的方式加以实施，并未按常规，如其

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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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结论和建议
在境外投资政策的指导下，藉由“一带一路”

加强合规，积极沟通 国开行既要遵守中国的

倡议带来的发展契机，中国企业正在世界各地

政策法规，又要遵守东道国的各项法规和政

众多领域积极地开展投资活动，其中主要是对

策，在此基础上，也要采纳相关的国际法规和

矿产、木材、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能源的

标准，这对于拥有准政府信用的国开行来说不

开采与贸易。由于大部分易得资源能源已为西

仅关系到其经济利益和机构信用，更关系到整

方国家所有，中国企业需要冒更大风险在地缘

个国家的信用。与此同时，由于中国投资项目

政治更为复杂、政局不稳或位置偏远，资源丰

大多在发展中国家，国开行应主动参与并积极

富且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的地区寻求机遇，其结

组织项目开发企业与东道国当地政府和当地

果是，中国企业正在环境、社会、经济最敏感

社区的沟通，以便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

的国家和区域从事投资开发活动，使得中国企
业如当初的西方公司般在当地及国际上招致

落实政策，保障实施 虽然《关于构建绿色金融

诸多反对之声 。与此同时，一些非政府组织

体系的指导意见》、《绿色信贷指引》、“绿

不仅给公司施压，同时也给为公司提供资金支

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和绿色信贷统

持的金融机构施压。迫于国际社会压力、全球

计制度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身为世界上最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很多开

大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国开行应以高标准高要

发性金融机构已制定了关于环境、社会和治理

求来降低自身投融资活动的生态足迹，将国际

的投融资标准，特别是针对非自愿移民、生态

公约、国际规则和国家绿色金融的相关政策和

环境保护和原住民权益等。

规定全面细化、深化，按自身标准和需求，将

91

国家开发银行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开发性金

其纳入国内国际投资信贷业务规范并严格执行。

融机构，对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不容置

完善体系，公开信息 国开行应在借鉴国际先

疑，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

进经验和最佳实践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战略和

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世界各国为实

自身发展需求，形成一套系统、完善的环境、

现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挑

社会和治理的体系和实施准则，并公开以接受

战积极行动的国际环境下，国开行在其境内外

监督，在自身实现负责任投资的同时，引导和

投资中将环境和社会因素考虑其中，注重自身

监督其资金支持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合理利

投融资活动的生态足迹和社会影响，形成可持

用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并极应对气候变

续发展的模式为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贡献力

化。具体政策可以参考世行、亚开行、非开行

量，显得尤为重要。国开行已不应被视为“单
边”银行，而是更加国际化，需要对全球投资
环境做出适应，具体表现为：

和 kfW 等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先进实践。
增强能力，严控风险 目前，国内金融机构，

91
米 歇 尔 • 陈 - 菲 谢 尔 , “ 中 国 的 银 行 到 了 该“ 绿 化 ” 的 时 候 ,”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8bXhnET8E6k8eAsmE4v6s5RETZ6lJEgf4U7JpaFl4br-BM17h-F8saQvhYLZO0yR9MuJ_iyLxbO451W6m4L4KEBUWYCLLjSr1_MNUunIfG

36

第四章
结论和建议

包括国开行对于环境和社会因素可能导致金

国务院管理的部级单位，因此国开行在其运营

融风险的认知仍然处于早期阶段，尚需提高其

管理中既无相关法律约束，又存在错位监管的

分析、评估和管理能力，识别和量化其持有资

问题。而国开行自身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

产所面临的由环境社会影响导致的信用和市

政策，无论从其完整性、系统性，还是政策信

场风险。充分认识和理解环境社会风险，有助

息及业务信息公开性、透明度，国开行的表现

于金融机构更好地应对风险，有效地将环境外

都乏善可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也未做出积极

部性内部化，进而有利于动员私人资本开展绿

的反馈。国开行的商业化改革已历经八年，即

色投资，实现其金融业务的绿色化运营，将其

使国家已明确国开行开发性银行的定位，其组

投融资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和社会影响最小化。

织架构、治理结构和运营管理仍未完全体现其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身份，业务范围也未有合理

目前中国关于银行业的法律法规如《中国人民

明确的界定，政策性和商业性职能还未彻底分

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

离，也未在业务领域实现有机结合，不利于国

行法》，更多的是从银行业的运行、管理和经

开行的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监管。我们建议国开

济方面出发，没有涉及社会和环境责任的内

行在国务院《关于同意国家开发银行深化改革

容，而“绿色信贷”政策是不具备强制约束力

方案的批复》指导下，尽快确定具体方案和时

的行为指引。中国目前没有相关法律涉及政策

间表，为成为国际领先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奠定

性银行，政策性银行和国开行统一由银监会监

基础。

管，但在行政级别上，银监会和国开行都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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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国家开发银行政策
该部分所有涉及文件 , 均摘自 2008 年至 2014 年国开行社会责任报告。

年份

2014

2013

《绿色信贷工作方案》、《绿色信贷管理暂行办法》

《海上风电项目开发评审指导意见》
《关于进一步加快煤层气（煤矿瓦斯）抽采利用的意见》
《绿色信贷指引》
《国家开发银行支持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对外投资合作环境保护指南》

2012

《环保及节能减排业务的指导意见》 等文件，会同 16 家成员行发出《可持续发展倡议》

2011

《国家开发银行 2011 年环保及节能减排贷款工作方案》、《环保项目环境效益指标体系》

2010

《支持节能减排金融服务工作指导意见》 等文件，《国家开发银行国家林业局关于开展林权抵押贷款工
作指导意见》

2009

与环境保护部签订新一轮《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2009 年环保及节能减排贷款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8

《关于 2008 年新评审项目贷款投向的知道意见》、《国家开发银行污水处理领域融资工作方案》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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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国家开发银行环境保护项目开发评审指导意见》、《国家开发银行节能减排转向贷款业务指导意见》、
《关于落实节能安排目标项目贷款评审的知道意见》

附录

附件 2：世界银行工作程序
世行项目和活动应符合世行《业务政策》。这些政策旨在确保项目和活动具有经济、财务、社
会和环境可行性。世行《业务手册》对这些政策作了详细说明，并就如何遵循“世行程序”和
优良惯例给出了指南。在此工作程序手册中的政策可以概括为了环境、社会及公司治理政策。
针对不同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方案。

事项

政策

环境

《森林》、《环境评价》

病虫害

《病虫害管理环境评价》

生物多样性

《自然栖息地 》

原住民权利

《非自愿移民》

腐败

冲突地区经营

大坝安全

《世界银行关于预防和打击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信贷及赠款资助项目中腐败行
为的指导方针》《采购》

《争端地区内的项目》

《 大坝安全》

来源：世界银行工作程序 92。

92

世界银行 , “Operational Manual”, http://go.worldbank.org/DZDZ9038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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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亚洲开发银行政策（ADB）
亚行不资助不遵守其《保障政策申明》的项目、 建立了申诉机制和问责机制以了解和帮助受
不遵守项目所在国的环境社会法律法规的项目

影响人群对其所资助项目的环境社会影响的

和禁止投资领域清单所列的项目和活动（排除

担忧和不满，并提供独立的渠道，供受影响人

清单）。亚行明确了环境、非自愿移民和原住

群提出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也可举报其认为项

民三项保障政策目标、范围和启动条件。为了

目违反亚行政策和程序的行为。

贯彻政策原则和达到政策目标，并帮助客户和
其所资助项目取得预期的效果，亚行对借款人
和项目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保障要求，以应对

亚行的环境保障政策涉及在整个项目周期中
评估影响、做出规划和减少负面影响的标准程

环境和社会风险。保障要求的内容主要包括：

序。其项目周期见下图所示。

1） 保障要求 1：环境

除此之外，亚行建立了国家保障体系（CSS），

2） 保障要求 2：非自愿移民

展项目中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能力。

3） 保障要求 3：原住民

以帮助发展中成员国加强保障体系和其在发

亚行项目周期 来源：亚行保障政策声明

4） 保障要求 4：对不同融资工具的特殊要求

国家伙伴
战略/区域
合作战略

亚行制定了一套评估体系，在项目准备的最初
阶段，根据其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类型、地点
和规模等因素，将其划分为四个类别，然后评

完成/评估

准备

亚行项目周期

估项目是否涉及非自愿移民和其对是否原住
民产生影响。按照亚行的公共信息交流政策，
亚行与受资助人一起，以合适的方式和语言，
在合适的地点，将与项目有关的环境和社会保
障信息公布给利益相关方和公众，并对不同类
别的项目制定了不同的信息披露要求。亚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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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批准

附录

附件 4：非洲开发银行政策（AfDB）
以下数据基于自 1970 年—2014 年 1 月非洲开发银行政策文件的整理 93 。
部门

政策文件

1 农业

气候融资跟踪手册、农业和农村发展部门政策

2 教育

用户医疗与教育费用指引、教育部门政策文件（ESPP）

3 能源

气候融资跟踪指导手册、AfDB 能源政策—草案

4 通讯技术

银行集团披露政策和访问信息、AfDB 信息披露政策

5 基础建设

AfDB 能源政策—草案

6 交通
7 气候变化

气候融资跟踪指导手册、交通部门政策
气候融资跟踪指导手册
AfDB 综合保障系统—政策声明与运营保障
AfDB 公共部门环境和社会评价操作程序、环境和社会评估程序、

8 环境
环境和社会集成影响评估指南、环境和社会评估综合评估指南、
环境保护政策
性别平等和妇女权利：性别行动计划、在各部门的主流性别检查清单、
9 性别
性别政策
气候融资跟踪指导手册、WB 参与的中东和北非过渡基金
WB 无优惠债务积累修正案、在水利和卫生部门的主流性别检查清单、
10 经济及金融监管
银行集团非优惠政策债务积累、银行集团合格支出政策、
战略与区域操作框架、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政策

93

非洲开发银行 , “Policy Documents” http://www.afdb.org/en/documents/policy-documents/

41

行走在“一带一路”上的
中国开发性金融

部门
11 健康
12 水资源供给、卫生
13 气候投资基金（CIF）

政策文件
用户医疗与教育费用指引、WB 传染病指引
综合水资源管理
气候融资跟踪指导手册

主题

政策文件
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框架、利益相关方协调手册、

1 公民社会
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 - 政策指引 1999
加强公民社会组织合作框架、紧急救灾援助政策知道方针和程序、
2 人力资源发展
实施银团人口政策指引
AfDB 私营部门发展政策、AfDB 私营部门操作环境审查程序、
3 私营部门
操作环境审查程序
4 中等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国家的技术援助基金准则

5 脆弱国家设施

从脆弱国家设施欠款转移至 ADF

资料来源：非洲开发银行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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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绿中心
创绿中心是一个扎根本土，放眼全球的环保公益组织。创绿相信人类的发展
应以生态为本，要解决环境问题必须由多方协力合作。我们致力提供创新的
工具和渠道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融合社会、企业和政府的力量，共同推
动中国的绿色转型。
创绿研究院致力于全球视野下的分析和研究，促进利益相关者的跨界对话与
参与，推动气候与环境友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助力中国向着可持续
的、公平的、富有韧性的方向转型，降低全球生态足迹。

中国北京市东城区甘雨胡同 53 号万博写字楼 309 室
+86 10 8447 7697
policy@ghub.org
www.ghub.org/cfc
微信：气候与金融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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