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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銀行設想 

 

  

 

 

本文所稱的全球能源銀行﹐是指利用我國國家外匯儲備﹐吸

引諸如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擁有鉅額石油美元的石油富國以及

其他一些有意願﹑具備資格的國家共同投資組建的﹐專門從事於

能源行業債券﹑貸款﹑股票以及資產併購等的全球性金融機構。 
 

 

國際能源機構（IEA）在其發佈的 2005 年度《全球能源展望》

中預計 2030 年之前全球能源市場仍然堅挺。如果政治局勢沒有變



化﹐預計從現在到 2030 年世界能源需求增長將超過 50％。 
然而能源開發建設投入鉅大﹐籌集資金﹐特別是發展中國家

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籌集能源項目資金的能力比較薄弱。同時﹐我

國外匯儲備餘額龐大﹐增速過快﹐為了解決鉅額外匯儲備對國民

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必須為這一部分資金尋找出路。兩方面

原因綜合起來﹐建立全球能源銀行就有著現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為釋放我國迅速增加的外匯儲備壓力尋找一條可靠渠道 
在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 2000 年之後我國外匯儲備年平均增

長 35％﹐遠遠高於同期國民收入的增長水平。到 2006 年底﹐我國

外匯儲備餘額已達 10663 億美元﹐已居世界首位。按照目前的速

度測算﹐到 2008 年的第二個季度﹐中國外匯儲備將達到 1.5 萬億

美元﹐而 2010 年底有望突破二萬億美元﹐到 2020 年可達四萬億

甚至更多。但是﹐過多的外匯儲備也會給我國國民經濟的運行造

成諸多不利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我國外匯儲備中相當大部分投資於美國國債﹐雖然這些

國債投資風險性很小﹐但是投資收益率卻很低。每當人民幣昇值﹐

美元就會相應貶值﹐鉅額的外匯儲備資產將不得不遭受匯兌損失﹐

導致鉅大的國民利益損失。 
二是如果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增長過快﹐必然導致基礎貨幣

被動投放﹐從而將可能引起市場流動性過剩加劇以及信貸的過快

增長﹐相對又會縮小貨幣政策的調整空間﹐降低貨幣政策的靈活

度。儘管央行可以採取對沖操作﹐收回多餘貨幣﹐但在一定條件

下﹐如果對沖量不足﹐則易引發國內通貨膨脹﹔如果對沖量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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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使政府﹑央行的利息成本提高﹐二是推動市場利率上昇﹐在

昇值預期下外匯迅速流入﹐反過來又抵消了對沖效應。況且我國

央行持有的國債數量和種類並不多﹐而創造出來的央行票據也只

能緩一時之急﹐不可能長期存在。 
三是外匯儲備過快增長﹐將增加市場對人民幣昇值預期﹐從

而刺激更多熱錢流入﹐進而又造成過度投資﹐反過來使得外匯儲

備資產進一步提高﹐形成惡性循環。 
四是外匯儲備增長過快將會加劇我國與部分國家之間的政

治﹑經濟摩擦。儲備的過量增長引發人民幣的昇值壓力﹐長期的

“貿易戰”﹑“匯率戰”導致西方大國對我國的政治壓力不斷﹐

多次以制裁相要挾迫使人民幣昇值。我國連續 11 年成為全球貿易

摩擦最多的國家。 
成立全球能源銀行是解決外匯儲備問題的有效途徑之一。由

於世界能源開發需要的資金量龐大﹐全球能源銀行需要鉅大的資

金支持。外匯儲備的投入可以有效地擴充其資本金﹐今後開闢的

能源債券二級市場也為外匯儲備提供了新的保值增值投資渠道。 
2﹑有助於解決我國的能源問題

1979~2005 年﹐我國 GDP（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 9.6％﹐

能源消費年均增長 4.9％。2001 年末﹐中國加入 WTO﹐開始步入

新一輪的高速增長週期﹐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產業結

構不斷向重型化發展﹐結果導致我國的能源消費彈性係數和單位

產出能耗不斷增加﹐開始頻頻受到能源瓶頸問題的困擾。 
另外﹐我國能源金融市場發展緩慢﹐能源衍生品交易品種太

少﹐導致我國在能源領域不具備定價話語權﹐只能被動地接受國

際價格﹔並且企業由於缺少相關能源衍生品避險工具﹐在日常經

營中承受著鉅大的能源價格波動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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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銀行的設立﹐為我國以及其他國家能源融資提供了

很好的平臺﹐能夠有效解決能源建設投入不足的問題。另外﹐全

球能源銀行也為我國能源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和國際合作提供了一

個現實舞臺。能源銀行今後可以為各國能源企業的債券﹑股票承

銷﹑重組併購等﹐提供專業技術支持。 
3﹑有助於我國對外援助項目的落實 

長期以來﹐為了保持與亞非拉兄弟國家的良好關係﹐增進友

誼﹐我國進行了大量的援外工程﹐對困難國家發放低息無息貸款。

在 2006 年 11 月舉辦中非論壇北京峰會期間﹐我國宣佈部分減免

借給 39 個非洲國家共計 100 億美元的債務。這些舉措雖然有利於

中非友誼和我國的國家利益﹐但同時也在西方社會引來不小的非

議。 
舉辦全球能源銀行﹐通過商業渠道﹐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對發

展中國家的能源項目提供資金就有可能較好地避免這樣的尷尬。

今後我國的對外經濟合作也可以更多地以全球能源銀行貸款的方

式實現﹐既專業高效﹐也進一步提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和形象。 
4﹑對增加我國在國際政治﹑經濟﹑外交上抵制遏制的能力﹐

增加談判籌碼和迴旋餘地﹐更好地維護國家利益﹐在未來世界經

濟大舞臺上扮演更積極﹐更負責任的角色﹐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和

手段。 

 

 

1﹑能源行業資金緊缺﹐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由於其籌資手段

不足﹐資金瓶頸凸顯。 
如國際能源機構預測﹐如果沙特阿拉伯沒有在新產能方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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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筆投資的意願﹐中東與北非每年 230 億美元的投資無法落實﹐

那麼到了 2030 年﹐國際石油價格與目前水平相比將可能飆昇

50％﹐按照當前價格計算﹐屆時將突破每桶 100 美元的價格。 
又據世界銀行能源局對一些國家的預測﹐也可約略看到這一

趨勢。例如﹕ 
2001~2010 年﹐中國能源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總計為 4510~5790

億美元﹐其中石油天然氣 610 億美元﹐煤炭 400 億美元﹐電力

3500~4780 億美元。據國際能源機構能源發展報告提供的數據﹐

2001~2030 年﹐中國能源部門需要投資 2.3 萬億美元。 
今後五年裡﹐全球海底石油生產設備市場每年的規模將超過

160 億美元。 
科威特五年內在國內石油工程建設的投資規模將達到 20億科

威特第納爾﹐約 72 億美元（一第納爾約合 3.4 美元）﹐以提高石

油生產能力並擴大石化產業。 
希臘政府預計﹐隨著本國能源政策的完善和一系列刺激政策

出臺﹐到 2010 年﹐希臘能源行業將吸引 45 億歐元的投資。 
…… 

總體估計﹐根據國際能源機構出版的《世界能源投資展望》﹐

對近 30 年全球能源投資前景﹐作了較詳細的描述。投資的規模是

鉅大的。2001~2030 年﹐全球能源供應基礎設施所需總投資為 16
萬億美元﹐每年 5500 億美元。這將需要擴大供應能力﹐更換現有

的和未來的供應設施。電力部門將吸收 60％的總能源投資﹐達到

近十萬億美元。 
發展中國家將需要總投資的大約一半﹐未來 30 年中﹐僅中國

就需要 2.3 萬億美元。而全球石油和天然氣部分的總投資將各為三

萬億美元以上﹐約佔全球能源投資的 19％。煤炭工業需要大約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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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美元﹐佔全球能源投資的 2％（不包括對燃煤發電的投資）。 
目前﹐發展中國家佔全球電力生產的四分之一以上。到 2030

年﹐此比例將提高到 44％﹐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發電量將與世界經

合組織國家持平。為達此目標﹐他們將需要對電力基礎設施投入

五萬億美元以上的資金﹐其中的二萬億美元投入到輸電網。 
由此可見﹐能源行業資金需求鉅大﹐成立全球能源銀行有著

廣闊的資金需求市場。 
2﹑大量閒置資金需要尋找良好的投資渠道 

上面也談到我國外匯儲備的利用水平不高﹐大多投資於美國

的國債。而投資於全球能源銀行具有較大的收益水平。這個優勢

在央行注資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上已經表現出來。中國人民銀行表

示﹐近幾年國有銀行改革的外匯儲備注資﹐並不是無償劃撥。注

資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是外匯儲備的直接投資。從目前來看﹐股改

銀行上市之後﹐增值幅度還是很大的。 
此外﹐全球能源銀行的設立希望邀請沙特等石油富國入股。

這些國家擁有大量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目前的石油美元估

計有 8000 億到一萬億美元﹐已成為國際資本市場上一支令人矚目

的鉅大力量。 
沙特阿拉伯 2006 年石油出口收入高達 2030 億美元﹐比 2005

年提高 25％﹐創歷史新高。根據 2006 年 1~6 月份沙特石油出口收

入預計﹐沙特平均每月石油出口收入約為 170 億美元﹐沙特中央

銀行每月可增加外匯資產 70 億美元。 
科威特本財政年度（2006~2007）石油收入可望達到 163.62

億科威特第納爾﹐約合 556.2 億美元﹐比官方原來預期收入 77.37
億第納爾增長一倍多。 

吸引石油富國入股﹐一方面是由於其鉅額石油美元﹐另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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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其在能源行業尤其是石油行業鉅大的影響力。根據粗略的測

算﹐根據全球能源行業消費量換算出的產值約佔世界 GDP 的

8.78％﹐而僅沙特和科威特產油量就佔全球的三分之一強。 
3﹑有現成的機制與運作模式 
全球能源銀行的實質是利用外匯儲備﹑石油美元等資金從事

能源行業（石油﹑天然氣﹑核能﹑電力﹑煤炭﹑新能源等等的全

部產業鏈）﹑能源市場的相關金融活動。包括咨詢整合﹑債券評

估﹑收購﹑二級市場的組建﹑信貸﹑乃至證券的承銷和併購重組﹑

項目跟蹤與監管等﹐都有世界銀行和大批商業﹑投資銀行的現成

模式可以套用。而全球能源銀行將在當前環境下整合資金﹑市場

和技術﹐是一種完全的﹑綜合的創新。 
4﹑目前中國的地位具備成為主要發起國的條件 
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實力不斷增強﹐2006 年 GDP

增長 10.7％﹐達到 20.9407 萬億元﹐全球排名第四。外匯儲備餘額

為 10663 億美元﹐全球第一。金融機構資產雄厚。2006 年上市的

中國工商銀行總市值已達到 2500 億美元﹐成為全球排名第二位的

上市銀行﹐僅次於花旗集團。 
同時﹐我國政治穩定﹐社會秩序良好﹐在外交上﹐我國同絕

大多數的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也是成立全

球能源銀行的強有力的保證。 
 

 

1﹑出資 

由中國作為發起國﹐聯合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等國家﹐首期

共同出資一個適宜的數額（比如 2000 億美元）﹐作為全球能源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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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資本金。隨著業務的擴大﹐後續資本可以由中﹑沙﹑科以及

其他有意向參股的國家投入﹐來保證銀行的正常運作。 
2﹑機構設置 
全球能源銀行中常設的機構主要有﹕成員國理事會﹑監察小

組﹑獨立評審委員會﹑主席國﹑行長﹑首席經濟師﹑債券部（下

設政府債券事業部﹑公司債券事業部﹑項目債券事業部）﹑信貸

業務部﹑資產管理部等運營機構﹐再配套其他輔助部門。 
各部門職責如下﹕ 
成員國理事會﹕由所有發起國以及後來加入國家派代表組

成﹐是全球能源銀行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銀行章程的起草﹑制

定和修改。 
監察小組﹕負責對主席國以及行長的執業監督。 
獨立評審委員會﹕負責對各個國家和地區﹐公司企業的信用

和特大項目進行評級。要求從政治﹑經濟﹑社會﹑環境等各個方

面對被調查對象給予客觀評級。設立能源資源調查部﹐對被調查

國能源資源的儲藏和未來開發等情況有詳盡的評價。 
主席國﹕由成員國理事會推舉﹐負責行長的推薦﹑監督。 
行長﹕全面負責全球能源銀行的運行。 
首席經濟師﹕對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重大事件和趨勢進行

分析﹐對宏觀經濟的運行與微觀操作提出建議。 
政府債券事業部﹕負責政府資源債券的收購和發行。 
公司債券事業部﹕負責能源企業債券的收購和發行。 
項目債券事業部﹕負責項目債券的收購和發行。 
信貸業務部﹕負責針對能源領域的信貸業務。 
風險管理部﹕對預審﹑進行中的項目進行風險監管﹐及時發

現問題予以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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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管理部﹕負責對次級﹑損失類壞帳的處理。 
投行部﹕負責相關的股權收購﹑併購﹑重組等業務。 
3﹑主要部門的運作過程 
發債國或企業為了籌集資金建設其能源項目﹐可以定向發售

能源債券。全球能源銀行作為該類債券的主要購買方之一﹐根據

獨立評審委員會對於該國家或企業的評級﹐結合項目的具體情況﹐

對債券給予相應對價﹐參與債券競購。同時﹐要求發債國政府或

企業以財政或未來經濟收入對債券進行擔保﹐並且在某些情況下

應當參加對債券償還提供的保險。隨著能源業務的擴大﹐債券償

還風險趨於穩定﹐滿足大數定律﹐全球能源銀行可以考慮自身承

辦部分債務償還風險保險業務。 
購買債券之後通過信用增級﹐可以在二級市場上轉讓﹐增加

資金的周轉利用率。 
4﹑目標客戶群 
有能源資源並尋求開發的國家或地區政府。 
大中型從事能源行業的公司。 
大型﹑超大型的能源類項目。 
上述全球能源銀行的設想﹐也可在某些條件下﹐擴充並適用

到資源領域﹐必將給中國的外匯儲備的合理使用帶來更多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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