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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召开以来，走出去服务“一带一路”的热潮如夏日天气不断升温。

“一带一路”，金融先行。 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特别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 血脉通，增长才有力。 ”

作为我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中国银行是金融服务“一带一路”不可忽视的“先遣队”和“生力军”。 特别是近年来，中行致力打造

“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加快全球网络布局、积极开发金融新品、提升国际金融服务能力，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被寄予厚望。

面对湖南这个“内陆战场”，中行为“湘企出海”、“湘品出境”提供哪些金融支持？ 未来，如何进一步助力湖南融入“一带一路”、实现“开

放崛起”？ 我们走进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建设“金融动脉” 畅通金融血脉

加大金融支持 助力“湘企出海”

升级金融服务 给力“开放崛起”

“一带一路”，我们为湖南搭桥中国银行：

“‘一带一路’战略是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世纪工程， 是中国经济发
展的新‘蓝海’。服务湖南融入‘一带一
路’，我们责无旁贷。 ”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行长魏国斌开门见山，直抒胸臆。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各
金融机构跃跃欲试，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中国银行更是将“一带一路”
作为海外机构拓展的重点目标区域，
明确提出建设“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
的构想。

中国银行深耕海外百年， 在全球
市场根深叶茂。 近三年来，中行做长长
板，加快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网络
布局，积极开展同业合作、多边合作。
截至目前，中行海外机构覆盖全球 51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覆盖“一带一路”
沿线 20 个国家和地区，为中资银行之
最。 中行先后与泰国盘谷银行、黑海贸
易与发展银行及奥地利奥合国际银行
等签署了“一带一路” 业务合作备忘
录，并与德交所集团等 20 家境外知名
交易所建立合作关系。 中行与全球超
过 1600 家机构建立了代理行关系，覆
盖 179 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有 500 家代理机构。

依托全球网络、多元平台优势，中
国银行为“一带一路”提供包括商业银
行、投资银行、保险、股权投资、基金、
航空租赁等在内的综合金融产品及服
务，支持“一带一路”沿线一系列重大
项目建设。 截至 2016 年末，中国银行

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各类授信
支持约 600 亿美元， 撬动投资超过
4000 亿美元。 按照计划，2015 年至
2017 年中行将力争为“一带一路”项
目提供 1000 亿美元的授信支持。

“硬实力”增强，“软服务”也在持
续升级。

“一带一路”沿线周边多为新兴市
场国家，基础建设资金需求旺盛。 如何
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中国银行
除提供传统客户存款、 同业拆借等方
式，特别注重通过境内外发债、吸引社
会资本等创新途径，满足“一带一路”
资金需求。 2013 年以来，中国银行累
计在境外发行和承销各类债券折合人
民币 9112 亿元，短短几年内迅速成为

市场的主导力量。 根据彭博公司数据，
2016 年中国银行在离岸人民币债券、
境外债券、 熊猫债承销排名中稳居市
场首位。

为解决中小企业“走出去”过程中
市场不熟、信息不畅等问题，中行发挥
深耕全球市场的独特优势首创“中银
全球中小企业跨境撮合服务”，帮助企
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截至目前，中行已
在全球举办 32 场跨境撮合活动，2 万
余家中外企业参加， 达成合作意向
5000 多项。

网络广、产品全、实力强、服务优，
让中行“一带一路”金融大动脉逐步成
型，喷薄有力，成为畅通金融血脉、助
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2015 年，湖南省出台《对接“一带
一路”战略行动方案(2015-2017 年)》，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是重要责任单
位。

2016 年，我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
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作为省
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成员之一，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再次被委以重
任。

“中行在湖南，就要为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出力； 省分行的发展机会也只
有在服务地方中找到和体现。 ”在魏行
长看来，省委、省政府的“看重”，是责
任，也是机遇。

近年来，湖南中行抓住机遇、勇担
责任，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为湖
南开放型经济发展提供多点支持。

海外低成本融资———
2014 年至今，湖南中行共为澳优

乳业、山河智能、中联重科、三一重工、
晟通科技、中车时代新材和时代电气、

湖南电广传媒、 水电八局等一批企业
提供海外低成本融资资金 474 亿元，
涉及装备制造、轨道交通、基础设施、
能源、文化创意等多个领域。 通过与海
外分支机构联动叙做海外并购贷款、
海外直贷、内保外贷、人民币额度切分
等业务， 有效地满足了重点客户的低
成本融资需求。

跨境并购———
中行采用“商业银行 + 投资银行”

模式，支持客户海外并购，提供并购贷
款、撮合交易、财务顾问、业务咨询等
综合金融服务。 2016 年，湖南中行先
后支持中联重科收购美国上市公司特
雷克斯公司 100%股权、三诺生物收购
美国尼普洛诊断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收购捷克斯柯达公
司 100%股权等项目。

跨境撮合———
利用中行首创的跨境撮合平台，

推动湖南中小企业与境外交流合作，

目前已参加 27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 场
跨境撮合活动。 2016 年，“湖南·非洲
国际产能合作暨工商企业跨境撮合对
接会”在湖南举办，现场签订意向合同
175 份，有力地推动了湘企“走出去”。

对外担保———
2016 年至今，湖南中行通过预付

款及履约保函， 支持中国能建集团湖
南电力设计院缅甸项目、 中国轻工业
长沙工程有限公司埃塞俄比亚 PVC
项目、 中铁五局中国 - 老挝铁路项目
等境外项目约 86 亿元；独家推出长江
经济带区域通关一体化保函， 使湖南
企业实现了“一张保函， 多地通用”、

“一地注册、 多地报关”、 多地申报验
放，降低了企业物流成本，为通关带来
便利。截至今年 4 月末，湖南中行对外
担保发生额的市场份额占 53%， 远远
领先同业。

风险管控———
针对新兴市场货币受到较大贬值

压力，“走出去” 企业面临较大收汇风
险的情况， 中行为客户量身定制新兴
市场货币保值方案以规避风险，2016
年至今， 该项业务交易量 9.34 亿美
元，为客户节省 7000 万人民币汇兑成
本。

国际贸易结算———
利用强大的国际清算网络， 湖南

中行为企业提供国际贸易结算等服
务，国际贸易结算业务市场份额、跨境
人民币业务市场份额、 结售汇业务市
场份额均超过 40%。 为三一、中联、华
菱、 晟通等重点企业累计办理资金池
业务量 220 亿元， 大量削减了企业的
结算成本。

……
数字是枯燥的， 但数字的证明最

有力量。 湖南中行在服务湖南“走出
去” 过程中深度参与、 持续发力，“给
力”湖南的同时，也为自身“聚力”，未
来对接“一带一路”更加游刃有余。

伴随“一带一路”国际高
峰合作论坛的举办，“一带一
路”建设再次升级，对金融支
持的要求也将不断提高。

习近平主席在论坛开幕
式讲话中指出：“要建立稳定、
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
体系， 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
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
资本市场， 发展普惠金融，完
善金融服务网络。 ”

未来，湖南中行如何响应
号召，升级金融服务？ 如何服
务好湖南融入“一带一路”，实
现“开放崛起”？

行长魏国斌认为，习主席
的讲话背后体现了对金融机
构安全意识、创新意识、责任
意识的要求。 湖南中行将以
“担当、创新、共赢”为未来业
务拓展的关键词，优化三大专
业金融服务能力，加大五类创
新型业务运用，重点支持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支持支柱产业
做大做强、服务中小企业“走
出去”。

———优化专业金融服务。
全力打通海内外资金融通渠
道；全力支持企业境外多元化
投融资，为企业提供灵活的低
成本融资安排，为境外投资型
企业提供财务顾问、跨境融资
等产品，全方位解决企业跨境
并购需求；全力帮助企业有效
防范跨国风险，为企业提供外
汇资金（包括小币种）的保值
增值服务， 通过资信调查、国
别风险评估、监管政策咨询解
读、履约保函等业务为客户防
范经营风险，增加国际市场信
用。

———加大创新型业务运
用。 拓展新投融通业务，利用
资金、 客户资源优势及附属
公司优势，撮合资金、资产、
通道各方资源， 促成多方合
作共赢； 拓展投行专业顾问

业务， 积极推动中银融资顾
问和中银融智顾问两类产
品，为客户在项目融资、上市
增发、 并购重组、 资产证券
化、资产处置、走出去等领域
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拓展跨
境联动业务， 加强与中银证
券、 中银国际等附属机构联
动，积极推进境外发债、IPO、
上市企业再融资、 资产证券
化等直融项目； 拓展产业基
金业务， 积极参与湖南铁路
基金和省内重大 PPP 项目，
借力总行“中银城市发展基
金”旗下基金，助力湖南“创
新引领、 开放崛起” 战略实
施；拓展债券承销业务，推动
我省企业境内债、 境外债与
熊猫债发行，重点关注“湘品
出境”、“湘企出海”等开放型
企业的发债需求， 实施客户
清单管理。

———大力支持三类业务
主体。 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对列入《湖南省对接“一带
一路”战略行动方案》的陆上
通道、国际航线、水上通道、立
体综合交通等基础设施跟踪
推进，为全省“四个一批”省级
重大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支持
支柱产业做大做强，重点支持
建筑行业、装备制造业、高端
服务业“走出去”；服务中小企
业“走出去”，持续优化“中银
全球中小企业跨境撮合服
务”，抓住“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契机，对各类园区的中
小微企业提供“立业通”、“园
区通”等融资产品，推广“中小
微外贸企业无抵押担保出口
融资业务”和“出口退税账户
托管便利融资业务”， 为中小
企业“走出去”提供便利。

“我们将按照总行打造‘一
带一路’金融大动脉的要求，在
服务湖南融入‘一带一路’中担
当社会责任，做最好银行。 ”魏
国斌行长的话掷地有声！

肖志红 王珊 中国银行“一带一路”机构网点分布图
（图片由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