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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ving Financial System in China 1994-2008  

中國金融體制自 1994 的發展 

 

I 改革歷程 

 

中國在改革之前，是計劃經濟，計劃高於財政，財政高於銀行金

融。為了易於控制，國家因此實行大一統銀行制度(monobanking 
system)，基本上由中國人民銀行包攬中央银行及商業銀行業務。中國

銀行只負責外匯，建設銀行為財政部撥款機構，農業銀行則作為统領

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機制，而且數度被取消。 

改革之後，要配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融通借貸的銀行金融的重要

性上升。1984 年，中國成立了四大專業銀行(specialized banks)----中
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而中國人民

銀行則退出商業信貸領域，專門執行中央银行職責。其他的銀行及非

銀行金融機構也開始有一些初步的發展。 

1994 年的宏觀經濟改革，進一步確立了三級銀行制度: (1)政策性

銀行(policy banks)---中國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

銀行；(2)國有商業銀行(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中國建設銀

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銀行; (3)其化股份制銀行：

如交通銀行、招商銀行、光大銀行等。隨着銀行間市場(interbank 
markets)、股票和債券市場的建立及發展，金融體制變得多元化，而

中央調控貨幣及金融趨勢亦須現代化。 

 

II. 中國銀行金融業的近况 

進入 21 世紀，中國的銀行金融體制有了更大的變化，機構類型

顯得複雜，如下表所示。 

按照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2007 年年报的報導： 

http://zhuanti.cbrc.gov.cn/subject/subject/nianbao/chinese/zwq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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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中國的金融債務問題 (China’s financial debt problems) 

2003 年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五級分類情況表 

Non-performing Loans of Banks at end-2005 

2003 年 12 月 31 日 

 單位：億元、% 

 
五級分類 By Five-category 
Classification 

餘額 Outstanding Balance
佔全部貸款比例 Share in total 
loans 

 
正常貸款 Performing 
loans 

112728 82.2 

 
其中：正常類貸款 
Pass 

96267 70.2 

 
      關注類貸款 
Special mention 

16461 12.0 

 
不良貸款 Non-performing 
loans 

24406 17.8 

 
其中：次級類貸款

Substandard 
3342 2.5 

 
      可疑類貸款 
Doubtful 

14316 10.4 

       損失類貸款 Loss 6747 4.9 

註：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包括國有商業銀行、政策性銀行和股份制商業銀行。 

Note: In this table, the major banking institutions include state-owned commercial banks 
(SOCBs), policy banks and joint stock commercial banks (JSCBs). 

資料: http://www.cbrc.gov.cn/mod_cn00/jsp/cn002010.jsp?itemid=9&type=1 

 

金融債務的成因 

一、 原因之一：經濟改革的特點 

----- 放權讓利 

----- 先微觀後宏觀 

二、 原因之二：經濟發展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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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效率高增長 

----- 金融系統的不平衡：高儲蓄(~40%)、高資本流入、過度 

 倚靠銀行系統的低資本/資金利用效率 

----- 銀行系統的不良貸款(non-performing loans---NPLs) 

三、 改革方案： 

-----反單純放權讓利，提高效率，平衡結構與權責-----這是根本 

----- 提高效率包括注資(部份利用外匯儲備)銀行、企業的配

套改革(提高資本/資金利用效率) 

----- 壞帳的分攤(與得益者算帳)和吸收(分配與增長難題)：以增

長(預期？)來減低代價和震蕩，但須以公平及效率爲基礎 

----- 提高效率與平衡結構包括擴闊宏觀金融架構：利用非銀行

金融手段(non-bank financial means)來處理不良貸款(例如資産

管理公司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s)，以及開拓高效率的融

資和利用資金的市場與工具(股市、債券市場等) 銀行、企

業的配套改革 

 ***2003-2007 年中國的金融却出現了很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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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1999 年 後 的 微 觀 金 融 挽 救 對 策 ： 資 産 管 理 公 司

(AMCs)、注資(equity injection)、“補充”(write-offs)及銀行

股份化上市(corporatization and listing) 

由 於 金 融 結 構 的 不 平 衡 ， 爲 了 解 決 銀 行 的 不 良 資 産

(non-performing loans)問題，中國政府效法美國、日本等先進國家，

於 1999 年先後成立了四家金融資産管理公司(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s - AMCs)： 

華融資産管理公司(http://www.chamc.com.cn/): 工商銀行 

長城資産管理公司(http://www.gwamcc.com/index.asp): 農業銀行 

東方資産管理公司(http://www.coamc.com.cn/): 中國銀行 

信達資産管理公司(http://www.cinda.com.cn/): 建設銀行 

分別對口收購、管理及處置四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國家開發銀行的部

份不良資産，共收購了 14000 億元呆壞貸款，同時對 580 戶國有大

中型企業實施「債轉股」，金額約 4000 億元。收購不良資産後，資

産管理公司對這些不良資産作出多種處理方式：包括破産、出售、

拍賣、招標、資産置換、資産債務重組、兼併、收購等等方法，推

動此等資源的市場化流動，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同時開展金融創新

活動，協助非銀行金融市場及工具的發育和效率提升。  

Guonan Ma and Ben S C Fung, “China’s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s”, BIS Working Paper No. 115, August 2002 
(http://www.bis.org/publ/work115.pdf); (ii) Ben Fung, Jason George, 
Stefan Hohl and Guonan Ma, “Public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ions in 
East Asia – A comparative study”, BIS Occasional Paper No. 3, February 
2004 (http://www.bis.org/fsi/fsipapers03.pdf)。 

AMCs 收購了 14000 億元呆壞貸款之後，四大國有銀行亦同

時一直在從事不良資産的“自救運動”，自己通過清收、拍賣、

呆賬核銷等方式積極處置手中的不良貸款。 

2004 年一月初中國政府公佈從外匯儲備抽出資金通過“中央

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注資，對中國銀行與中國建設銀行分別

爲 225 億美元；2005 年 4 月，國務院又批准了中國工商銀行實施

股份制改革的方案，注資 15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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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和中行因要爲上市鋪路，於 2004 年進行了不良資産的

第二次剝離。2005 年 6 月，工商銀行的 4590 億元可疑類不良

資産也進行了剝離競投。 

2005 年上半年，中國政府通過所得稅稅收返還和匯金公司

返還應得利潤的方式，對建設銀行的剩餘“累計虧損”進行了

655 億元的補充(tax and dividend write-offs)。與此前 225 億美

元外匯注資不同，這是記錄在“國家補充款項”(fiscal injection)
之下的。“這次國家並沒有動用財政或者外匯儲備資金，而是通

過所得稅稅收返還和匯金公司返還應得利潤的方式進行。” 

2004 年 8 月底及 9 月下旬，中行和建行分別正式掛牌成立

股份有限公司(corporatization)，引入包括外資銀行的戰略投資

者(strategic partners)。 

2005 年 10 月底，建行在香港成功上市。2006 年 6 月底，中

國銀行在香港上市，而工商銀行亦於 2006 年 10 月底 A+H 股同步

發行上市。到現時，香港上市的已有六家中資銀行。2006 年底，四

大金融資産管理公司完成大部份的處理任務，開始轉變為多元化的投

資銀行體系。 

一連串改革後，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財務狀況有了很大的改善。據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 2007 年年報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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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上市國有商業銀行 2008 年底的不良貸款比率(%)為： 

 

 
2008 年 2007 年 變 動 

中國建設銀行 2.21 2.60 -0.39 
中國銀行 2.65 3.12 -0.47 
中國工商銀行 2.29 2.74 -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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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仍然面對的問題: 結構不平衡 

 

近年的改革和發展---特別是股份化銀行不良貸款的處理方面，出

現令人意外的成績，但整個金融領域問題依然很多。 

中国人民银行二○○六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這樣

地指出了關鍵所在(http://www.pbc.gov.cn/showacc2.asp?id=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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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到了 2008 年底，有改善但不算很大，參考中国人民银行 2008 年

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http://www.pbc.gov.cn/showacc2.asp?id=2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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