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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的

迫切性与必要性

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是急待推进的重要任务

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已经不是一个新课

题了，但仍然是一个急待推进的重要任务。

说其不是一个新课题，是指多年前，至少是

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的主要经济体就

已认识到，推动建立和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意义重

大，亦十分迫切。相关国家和国际机构从那时起

就已着手研究并试图推动相应机制的建立与实施。

最明显的，当时还是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

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两项倡议 ：一个是联合中

国和韩国等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与马来西亚共

同提出）；另一个是由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出

面，主要由中日韩出资，成立“亚洲债券担保基金”，

计划首期出资 40 亿美元，用于促进亚洲债券市场

发展。

这两个倡议并没有得到多少有效回应。一方

面，是美国的反对，尤其是对“亚洲货币基金”

的强烈反对。如果这一基金得以成立，由美国主

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亚洲至少是东亚

地区，就被边缘化了。但话又说回来，当时之所

以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也说明 IMF 在亚洲

金融危机中的应对作用非常有限；何况，IMF 的支

持往往带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相

关附加条件苛刻，普遍被遭遇危机的东南亚国家

所不信任和抵制 ；从长远看，也“指望不上”。另

一方面，包括韩国在内的东亚和东盟国家在 1997

年 7 月开始的危机中深受冲击，需要全力以赴应

对处理，外汇储备大量损耗，致使这些经济体不

仅不可能再有出资的能力与意愿，也“顾不上”。

与此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政府掷

地有声的两项声明和强力措施 ：“坚决不贬值人民

币”，通过大规模增发国债用于增加财政支出刺激

经济 1，对于稳定东南亚各国的信心与合力应对危

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也是自那时起，

中国经济的现实与潜在实力，以及中国作为负责

任大国的形象与声誉，普遍得到了东南亚各国以

及全球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好评、尊重与信任。

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应对处理和经济金融

形势的逐步稳定，中日韩连同东盟十国于 2000 年

在泰国清迈签署了《清迈协议》，开启了亚洲地区

最重要的多边性货币金融经济合作，合力应对以

后可能的危机冲击。其中，10 年内（到 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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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形成了总额超过 1200 亿美元的货币互换网

络，到 2014 年又翻番至 2400 亿美元。

在《清迈协议》项下，“发展亚洲债券市场”

已成共识，由各个协议参与国共同正式对外宣告，

并设立了有所分工和协作的具体工作机制。

在此之前，所谓“亚洲债券担保基金”试

图从向相关债券发行体提供信用增信机制的角度，

对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有所推动。但这项日本政府

期望由其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管理的“担

保基金”没有最后成形，也就未能实现预期作用。

后来，其被由国际清算银行（BIS）参与进来并具

体负责募集管理的“亚洲债券基金（ABF）”所替代。

ABF 与“亚洲债券担保基金”的支持方向正

好相反，并非针对作为发行体的债券供给方，而

是从债券投资需求侧着力，企望通过增加和引导

针对亚洲相关发行体发行债券的投资需求，推动

这一市场发展。

迄今，ABF 已募集完成两期，共计 30 亿美元。

首期 10 亿美元，主要是向相关经济体中央银行管

理的外汇储备及其相关机构募集资金，形成基金，

再由基金对相关国家发行的主权与类主权债券（即

政府机构债券）予以投资。20 亿美元的第二期基金，

无论是募资对象（基金投资人）还是基金投资组

合中的债券种类，均不再限于特定国家的政府及

其机构，而是对私人部门及其发行的债券也开放了。

应该说，所有这些努力，对于探索如何推

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拓宽这一地区的融资渠道，

都是积极而有意义的，积累了一些经验，奠定了

一些基础。

但是，今天看来，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仅

是一些非常初期的小尝试而已。如果不能大幅度

开阔视野，从整个亚洲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着手，

大胆探索建立更加广泛、更加长远、更加切实的

一整套创新性机制与措施，就难以起到推动亚洲

债券市场建立与发展的作用。

明确亚洲债券市场的定义

在探索新机制时，必须厘清和明确的是，如

何正确定义亚洲债券市场。显然，亚洲债券市场

是以亚洲地区为中心的。

首要的，债券发行体主要是亚洲各国主权政

府、政府性机构、私人部门，以及整体上重点服

务于亚洲发展或者通过债券发行募集资金主要投

资亚洲地区的相关机构（包括多边发展机构）。

债券投资者主要是来自亚洲地区的机构或个

人。当然，也包括全球范围的投资人。

债券的计价货币以亚洲当地货币为主，也可

以包括其他主要国际性货币。

债券托管及其交易的清算结算等金融基础设

施系统，以亚洲地区互联互通的债券托管清算结

算系统和银行清算系统为主体。域外已有系统或

新开发系统，可以与这一亚洲主体性金融基础设

施系统相对接。债券发行拍卖与交易的依托机制，

就是这一亚洲地区的金融基础设施系统。

债券发行与交易定价中心在亚洲，而非其他

地区。因其计价货币主要为亚洲特定国家货币，债

券的定价参照当然来自亚洲市场形成的基准。在

这一市场上，以其他域外主要货币计价发行的债

券，相应市场基准也是一种参照。

围绕债券发行与交易等活动提供相应服务的

中介机构，特别是信用评级体系与标准，应以亚

洲相关国家间的合作为主体。

发展亚洲债券市场的必要性

为什么要发展亚洲债券市场？有太多的人，

尤其是某些西方的机构和个人，曾不止一次不止

债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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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由也不止一种方式质疑“亚洲债券市场”

建立与发展的必要性，甚至认为，连这一概念都

不应该提出来。

对此，亚洲的机构与个人，有太多理由太多

方式予以驳斥。

在此，我首先强调一点，也是在与相关人士

尤其是某些西方或

西化人士讨论这一

问题时的重要一点，

那就是，不应陷入

“西方中心论”的

泥潭。特别是，有

些西方或西化人士

认为，亚洲债券市

场本身就属于全球

性债券市场的一部

分，不应也不可能

进行区域割裂，因

而无所谓“亚洲债

券市场”。甚至认为，

“亚洲债券市场”的

提出是一种狭隘的定义，围绕债券活动的亚洲化，

不仅会加大债券发行成本，增加亚洲各经济体融

入国际市场的法律与制度障碍，而且是一种“过

于强烈的区域主义反应”，其必要性与可行性值得

怀疑。对此，我只想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西方

中心主义”论调，顶多就是一种书斋里的书生意识。

过去两百年来，国际经济体系是由西方主导

设计、建立、定型与维持的。先是欧洲，再是二

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经济体系。这期间，所

谓全球性市场、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及金融定价

中心，不过是美国与西欧主导的市场与中心而已。

当然，这套体系与市场，在过去几十年间也惠及

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作为主导者

的美欧，借此获取了更多更大的不对等利益。

在以美元为世界货币，由 IMF、世界银行及

国际贸易组织为主要抓手的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经

济体系中，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缺乏民主

与公正可言。这典型地体现在美国的“一票否决权”

和浓厚西方意识形

态映照下的强制性

附加条件中。

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把他们

定义的“民主”留

在了各自国内。一

旦在认识、对待与

处理超出其国境线

的事务时，早就把

这一“民主”抛到

九霄云外了。连西

方真正善于反思而

客 观 的 有 识 之 士，

也深刻地认识到了

这一点。2

目前尚具垄断性的国际话语体系仍然是西方

话语。在这套西式国际话语体系中，所谓的全球

性市场、国际化、国际法律与制度，无非是美国化、

西方化、美国主导的市场与法律制度。就金融市场，

更加具体到债券市场而言，西方人士或相当一部

分西化人士口中的国际市场或全球性市场，也仅

限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德国法兰克福、日本

东京、新加坡，至多再加上中国香港，这些市场

也都是美元、欧元、日元计价的市场。

的确，过去两百年间，欧美占据了全球支配

地位，他们设计主导的体系与市场具有全球性影

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不仅是亚洲经

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在重塑、构建和引

领新型全球化市场。为推动这一市场发

展所需要的各方面建设，能推动新型全

球化市场机制及其配套性制度体系的

重塑与构建，是对已经落后于世界经济

发展形势需要的西方式传统体系机制

的改进甚至替代。

债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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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状况永远不会改变，更

不意味着其他地区的市场及其探索建立的适应本

地区发展需要的经济体系与法律制度，就是脱离

全球的，就是阻碍融入全球市场的，就是所谓的“强

烈的区域主义反应”。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更是

不伦不类。如果非得有这么一顶帽子并扣给谁的

话，恰恰应该扣在那些反对和阻碍亚非拉广大发

展中地区探求区域性合作的美欧国家及其吹鼓手

们头上，正是他们，抱着一成不变的过度优越感

而成为怀有严重偏见的刻舟求剑者，是真正的“过

于强烈的区域主义反应”者。

这些国家和西式精英们，只要如实睁眼看看

世界，仅从以下几点现实中就应该醒过来 ：

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

中国家作为一个总体，已经连续多年成为超过西

方团体的经济力量。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占全球

经济的份额，西方国家已从 1980 年的 64% 降

到 2016 年底的 42%，IMF 预测 2022 年将降到

39%。这是一个质的变化。同样是 IMF 的数据显

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已经达到 80% ；其中，“金砖五国”的贡献率

超过 50% ；2017 年，中国的贡献率预计为 39% ；

2012—2016 年，中国的贡献率平均为 34%，超

过美欧日之和。2015 年，亚洲占全球经济份额

已达到 33.84%，领先北美的 27.95% 和欧洲的

21.37%，位列第一 ；亚洲区域内贸易额占全球贸

易额的比重由 2010—2015 年的平均 55.9%，增

长至 2016 年的 57.3%。

亚洲已经是并将长期继续是全球经济最活跃

的中心。亚洲经济重心在东部。其中，中国、日

本和韩国的 GDP 之和，已与美国相同并很快会超

过美国。离开亚洲市场，已经完全谈不上什么全

球市场了。亚洲市场正在并将继续加大引领全球

市场的力度。亚洲市场已然是全球性市场，更代

表着全球市场的重心与发展方向。

由此，发展亚洲债券市场不仅是亚洲经济发

展的需要，也是在重塑、构建和引领新型全球化市

场。为推动这一市场发展所需要的法律制度、会

计审计、信用评级体系、托管清算结算体系、计

价货币、定价机制、发行与流通交易机制等方面

的建设，都能推动以亚洲这一最具活力最有潜力

的经济重心为基础的新型全球化市场机制及其配

套性制度体系的重塑与构建，是对已经落后于世

界经济发展形势需要的西方式传统体系机制的改

进甚至替代。

在世界大格局如此重大的历史性转变进程中，

推动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哪里是“强烈的区域主

义反应”？！不仅不是，反而是建立一个首先服

务于集中全球 80% 多人口和 60%GDP 的市场化

金融机制的创新之举。这也正是以亚洲债券市场

为重心的新型全球债券市场与西方主导的传统国

际债券市场的最大差别所在。正是这一重大差别，

决定了其具有更加强大的适用性和价值所在。

第二，就迄今的情况看，广大发展中国家尤

其是那些急需发展的低收入国家，难以进入西方

主导的现行债券市场融资，因为门槛和成本都非

常高。

首先来看美国主导的三家评级公司，不仅其

评级思想、理念、标准与方法相对于世界正在展

开的大变革大发展形势已经落后，变得日益不客

观不准确，而且，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对广大新

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常常

罔顾事实，给予这些国家的主权与非主权信用评

级明显偏低，凭此也就抬高了这些国家进入西方

主导的国际债券市场的成本与门槛，阻挡了这些

国家进入中长期资本市场融资的机会。

债 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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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对待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时，西方

三家评级公司所体现出的歪曲和错误在 2017 年昭

然若揭。一方面，包括 IMF 在内世界范围中的主

要机构，连续多次调高 2017 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另一方面，三家评级公司却接连调低中国主权信

用级别。对此，2017 年 11 月份，中国财政部通

过香港市场发行了 10 亿美元无评级债券，吸引全

球 300 多家机构投标，认购额超过 10 倍，这是对

西方三家评级公司偏见与错误的有力回应。

第三，美国利用美元作为世界最主要货币的

地位，在单边主义指导下，动辄就对他国进行制裁，

不仅使受制裁的国家无法进入美元或者欧元债券

市场，也使那些与遭美国制裁国家有经济往来的

其他国家及其相关机构，在进入国际债券市场时

也受到很大影响。

第四，仅就债券市场而言，从当前现实和

今后预期看，亚洲各经济体及其各类机构与企

业，不仅是全球最主要的债券发行群体，更是全

球债券市场上最主要的投资者与交易商群体。单

就中国债券市场而言，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

市场，其发展速度也是全球最为迅速的。这不仅

意味着离开了亚洲，已经根本谈不上全球债券市

场，更决定了亚洲债券市场正在成为全球债券市

责任编辑：刘彦　罗邦敏

注：1. 1997年7月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申请在年中增发1000亿元国债，占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 

5379亿元的18.6%。

 2. 对此，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问题系高级研究员马丁·雅克在其《大国雄心》一书里，有着具体而详细的叙述与分

析。《大国雄心》中译本由中信出版集团于2016年出版。

场的重心。

在当前和今后一段历史时期，亚洲经济的增

长与发展，尤其是那些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首先取决于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只有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不断推进，才能促进亚洲各国

间的贸易与投资更加便利，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

承载能力才能不断增强，工业化与城市化步伐才

能加快，各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才可持续。亚

洲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与繁荣至关重要。而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需要庞大规模的投资，其中缺口之巨大，已是共识。

如何满足如此大规模的投资需求？关键而根

本的一点，是要能够使亚洲发展中国家及其项目

主体有机会有能力进入中长期资本市场融资。但

是，这些经济体及其相关发行体，无法从现有西

方主导的资本市场上获取这一能力，只有根据亚

洲各国发展的现实情况和需要，建立与发展起以

债券市场为主体的亚洲资本市场体系，才是唯一

正确而务实的选择。

这一基础设施的投融资路径与逻辑，已经

被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所证明

是高效而适用的。亦即，推动亚洲债券市场发展，

有着中国经验的启迪、鼓舞和支持。

债 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