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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 4000 亿布局“一带一路”
本报记者 杨井鑫 北京报道

证券、中信建投证券、中信信托、中
信建设、中信国安、中信资源、中信
工程、中信环境等多家中信集团下

中信银行此次携手集团旗下多个
“同门兄弟”的战略发布可谓声势
浩大。 作为产融结合度较高的股

属公司共同在京宣布，投融资 7000
亿元助力国家
“
一带一路”战略。 其

份制银行， 中信银行对政策的顺
势， 以及对集团的借势都在其中

是该行摆脱发展困局谋海外扩张

中， 中信银行一家提供超过 4000
亿元融资支持，并设立
“
一带一路”

体现的淋漓尽致。 与此同时，中信
银行借此机会还将从国内市场中

的一步“
大招”。
6 月 24 日，中信银行联合中信

基金，首期基金规模 200 亿元。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

突围， 完善该行在海外市场的一
个布局。

面对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
逐步推进， 中信银行将拿出十分
之一的“身家” 押注在该项政策
上。 在近 4000 亿大手笔的背后，

脱困“走出去”
中信银行在零售业务上的优势并不突出，依靠弱势业务在短时间提升业绩显然并不可能。

4000 亿“大手笔”
中信银行在
“一带一路”项目推进中，还将发挥集团体内的协同优势，实现产融结合、融融结合。
供方。 ”中信银行方面称。

亿元， 为区域内重点项目拉动 1 万

4 万亿，净利润约为 400 亿元，而押
注在
“
一带一路”上的资金将达 4000

据了解， 这次中信银行提供的
4000 亿元人民币融资将涵盖辖内

亿元投资。
中信银行方面称， 项目的选择

亿元，其所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24 家分行的超过 200 个“一带一

主要在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生态环

中信银行去年资产规模刚刚破

李庆萍称， 面对国家新战略实

路”的重点项目。融资方式不仅包括

保、新能源、现代农业、文化教育等

施的历史机遇， 中信银行将依托集
团强大的综合经营优势， 举全行之

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并购贷款等传
统商业银行融资产品， 还包括 PPP

“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领域。
更重要的是，中信银行在
“一带

力，贯彻中央
“
一带一路”战略意图、
支持战略实施，坚定走在支持
“
一带

模式融资、理财融资、结构化融资等
“大资管”产品。目前已经有 16 家分

一路”项目推进中，还将发挥集团体
内的协同优势，实现产融结合、融融

自中信银行零售转型以来，

特色的银行，弥补零售短板。 ”中

信国安、中信国际合作公司、中信

一路”建设前列，助力“
一带一路”沿
线地区经济发展，成为支持“
一带一

行的 27 个项目确定为首批推进重
点项目，拟融资 900 多亿元。

结合。
中信银行董事长常振明表示，

行长已历经三任， 但是该行却一
直在零售转型中缓步前行。
众所周知，中信银行一直擅
长对公业务，也占据了该行业务
的半壁江山。 但是，由于国内银

信银行相关人士称， 这也是中信
银行在机构资金托管、 政府 PPP
项目等等领域敢于尝试的原因。
事实上，国家“一带一路”战
略给了中信银行一个难得的机

国际商贸公司等子公司都已经为
银行的海外市场开拓铺好了路。
“海外项目初期还是要以中
信银行海外分支机构为依托，毕
竟项目还是涉及到风险控制的问

路”建设的主力银行。
值得关注的是，从
“
举全行之力”
“
主力银行”等字里行间，中信银行借
“
一带一路”大展拳脚之意显露无遗。
“这次‘一带一路’战略是由中

“中信银行将创新融入到了‘一
带一路’战略中，将设立
‘一带一路’
母基金， 首期规模 200 亿元投资于
重点项目。”中信银行副行长孙德顺
表示，5 年内基金规模力争 1000 亿

中信银行在投身
“一带一路”战略中
时，将加大融资支持，加大直接投资
力度，加大合作交流力度。“
中信集
团将积极与亚投行、 国开行等机构
展开交流合作。相比较来说，这些机

行业形势的变化， 利差收窄，中
信银行只能被迫走到了转型零

会。 由于在该战略中涉及到非常
多基建运输项目， 资金需求非常

题。 ”中信银行行长李庆萍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信银行来牵头， 也是最大的资金提

元，撬动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 5000

构拥有更丰富的海外投资经验。 ”

售的道路上。 而拥有多年大行零
售业务经验的李庆萍接任中信

大， 这让中信银行又能够顺应政
策回到擅长的领域。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中信银行在中国香

行长的深意也有促进该行的零
售业务转型。

“中信银行所属的中信集团
拥有实力雄厚的实业产业， 这让

港、澳门，新加坡、纽约、洛杉矶等
地设有 40 多家分支机构。 2015 年

但是，相比招行等股份行，中
信银行在零售业务上的优势并不

中信银行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
势。 对于企业资源的把握，对于实

4 月， 中信银行的伦敦代表处成
立。 近期更是作为境内首家赴台

施至今，先后有政策性银行、国有大
行、 股份制银行及外资行投身到该

李庆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银行投资项目还是会依托分支

表示，对于“一带一路”中的部分大
项目，可能在投资收益上并不高，而

突出。 依靠弱势业务在短时间提
升业绩显然并不可能，也就是说，

业产业的熟悉， 银行不仅能很好
的为集团子公司服务， 也更容易

投资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投资入
股了台湾中国信托银行。

战略中，但是机遇伴随着挑战。
“
‘
一带一路’的市场非常大，资

机构， 这侧面说明了银行海外分支
机构和风控的重要性。

投资风险相对较大，贷款周期长，与
收益不匹配。“
这对银行的风险识别

零售转型至今来看仍是一条漫长
道路。
“对于零售而言，中信银行并
不擅长。 很多银行都是服务大企
业，大机构，突然去做小微明显不
是强项， 所以中信银行一直在探
索创新业务， 是期望能做一家有

介入到项目中。 ”上述人士称。
他还认为，由于“一带一路”
的一些项目可能落在海外， 中信
银行还能走出竞争激烈的国内市
场，完善海外布局。
据悉， 中信集团的海外实业
已经提前落子，包括中信建设、中

中信银行还表示， 该行在区
域布局上海陆并进， 基本覆盖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包括新加
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
老挝、蒙古、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白俄罗斯等

金需求以万亿计， 这也是银行的机
会。但是，中资银行跨国业务也会遇

相比其他股份制银行来说，中
“
信银行的优势在于很多实业触角已

能力有很高要求， 与国内银行向央
企、大型企业的贷款有明显区别。 ”

到种种困难， 包括不同国家法律体
系的差异， 当地环境及政府关系等

经延伸到了国外， 能够协助银行的
一些业务。与此同时，鉴于实业公司

中信银行副行长张强也坦言，
“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是非常
尽管

等，都是对机构实力的考验。 ”一家
一带一
券商银行分析师称， 要做“

的敏感性， 是能够有效帮助银行来
规避掉很多风险， 这是其他行所不

符合现今中国经济发展情况的，但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 如何恰当进入

路”项目，海外分支机构网点也必须

具备的。 ”中信银行人士称。

这个环节还是有困难的。

沿线国家。

机遇和挑战并存
鉴于实业公司的敏感性，是能够有效帮助银行来规避掉很多风险，这是其他行所不具备的。
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宣布实

建立起来。

但是， 前述券商银行分析师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