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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三期全球金融发展报告聚焦正在热
议的长期融资对于维持经济发展&

保证共享繁荣的作用% 本报告基于前两期
报告" 这两期分别讨论了国家在金融中的
作用以及金融包容性问题% 和之前的分析
一样" 本报告提供了详细& 实际且有据可
查的金融部门政策指引%

全球金融危机在很多发达及发展中国
家快速而广泛地蔓延了七年之后" 关于长
期融资的倡议已经到了关键时刻% 最近几
年里" 国际政策制定者们" 特别是,- 国
集团'X,-( 成员" 都不断表达了对于国
际银行业体系长期融资供给衰退可能产生
的致命影响的担忧% 与此同时" 固定投资
的提高" 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 正越来越
被人们视为维持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
素" 而这种发展水平对于实现,-./ 年之
后更为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而言恰恰是
至关重要的% 在这一背景下" X,-国家同
意在金融业监管规范改革& 地区货币债券
市场建设& 发挥机构投资者为长期投资融

资等方面发起一系列政策" 其中也有很多
国际组织'金融稳定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 经合组织& 世界银行( 参与其中%

#,-./!,-.I 全球金融发展报告! 长
期融资$ 一书为填补关于长期融资的知识
空白提供了新的研究结果和数据" 同时也
有助于关于这一发展问题的政策讨论% 本
书提供了很多特征事实" 同时也对长期融
资的使用& 供给及其经济影响方面的各种
新老证据进行了检视%

使金融工具到期时间更长" 这一点常
被人们视为可持续金融发展的核心内容%

如果国家不能在建设学校& 修路& 发电&

输电& 修建铁路及发展其他交通及通讯手
段方面进行投资" 那么就很难保持高速且
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私有部门建设电站&

投资于机器及设备等也是非常重要的% 没
有长期融资工具" 家庭可能很难在生命周
期中平滑收入水平或提高收入'例如投资
于住房或教育(" 也很可能无法从自身储
蓄的长期较高回报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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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 世界银行集团一直致力于
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可持续的长期融资工
作% 直接刺激长期融资供给的尝试一直饱
受争议" 有时会导致纳税人的巨大损失%

为此" 世界银行的直接长期贷款在,- 世
纪L-年代和,.世纪初逐渐下降" 它所扮
演的其他角色正在变得更加重要%

本报告对近期的研究进行了谨慎的审
读和分析" 确定了哪些政策能够促进长期
融资& 哪些不能) 同时还指出了需要进一
步研究的领域% 本报告指出" 没有促进长
期融资的普适性灵丹妙药% 通常" 如果潜
在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 那么直接的干涉

就不能获得成功% 其结果是" 政府和国际
组织必须将关注点放在有助于克服市场失
灵和组织缺陷的改革上来% 此外" 还应促
进风险和信息的共享与分担& 普及金融知
识& 加强消费者保护%

我们希望本年度的全球金融发展报告
能够对包括政府在内的投资者& 国际金融
机构& 非政府组织& 智库& 高校& 私有部
门& 捐助者以及更广泛的人群有所助益%

世界银行集团行长
金墉'Y(AZ$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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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发
展报告! 长

期融资$ 是来自世界银行集团内外大量不
同行业的专家们的劳动成果% 本报告是世
界银行发展研究局与金融与市场全球发展
实践局& 国际金融公司'3F#( 的金融机
构集团&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3XW( 共
同赞助的% 此外还有很多单位对本报告作
出了贡献" 包括发展经济学副行长& 宏观
经济与财政管理全球发展实践局& 司库
部& 对外关系副行长部门出版和知识处%

W<6

3

?2A(')] _̂[=4+是本项目的负责
人% 1*(2''&1'2<<26是项目经理% 本报告主
要作者分工为\5'̀5T$62>5> \5'+̀42aG2'̀5

'第一章() \('(5A7'=*4 和#65=>(5:=(a

b'+2)5 '第二章() Y=54 Y$<2 #$'+(45

c$'24+2和T2')($T;*A=862''第三章()

\5'+(4 [54a& \5'̀5T$62>5> \5'+̀42aG2'̀5&

\5+(5<\$'2++(& W6@5'$D4'(d=2G2>'5a5\$_

'562<& T2')($T;*A=862''第四章(% 其他
对各章作出重要贡献的作者包括\5'+(4

[54a'第一章(" #$6(4 e= '第二章("

15+(545?(>(2''第三章(% Y25442f2''(2'&

U54 g*$=& WA(4 \$*<24(_#*2'5)*6$= 组成
了核心团队% \5'+(4 #h(*i8 贡献了概念说
明部分% 其他人士也作出了贡献! ?24(a

W4)(42''第二章" 专栏,KM () X=4*(6>

72')& 7(656g(5& H526(AG5'8 '第二章()

D>=5'>$D4)26& :$456> F(<;*2'& W62V54>2'

X562+$@(;'第三章" 专栏PK,() D@5H54_

<24 '第三章" 专栏PKP () g5A('3d056

'第三章" 专栏PK/() #5+(545X5';(5_[(6_

'$&和W4>2'<$4 #5%=+$T(6@5'第三章" 专
栏PKI() Y=6(2+5G(;$'266'第四章" 专栏
JK.() G(2''2_c5='24+#*5+5(4 '第四章" 专
栏JK.() D'(8 F2&24和T=0(85F5'5a('附
录及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

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5=<*(8

75<=& 世界银行行长特使\5*A$=>

\$*(26>(4& 世界银行集团常务副行长兼首
席财务官72'+'54> 75>'2等人也为本书提
供了总体性指导和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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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的外部顾问人员包括F'5486(4

W6624 '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及经济学教
授(& 1*$'<+24 72;8 '伦敦卡斯商学院银
行学及金融学教授(& #*5'62<#56$A('(<

'哥伦比亚商学院亨利,考夫曼金融教
授(& T+(j4 #652<<24<'美联储高级顾问(&

b6(@(2'Y25442'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
学教授" 彼得森国际经济学院高级研究
员( :$<<c2@(42'哈斯商学院威利斯,HK

布斯银行学及金融学教授(& f$j(<65@\58_

<(A$@(;'马里兰大学罗伯特,HK史密斯
商学院WK朗布莱克财政学教授(%

本报告创作团队还得到了以下世界银
行集团成员的宝贵帮助和指导! c$(;

#*(d=(2'& W=)=<+$>2651$''2& W65(4 3a2&

:$02'+$ :$;*5& G22'T+2(4& :5@(f(<*%

W5'+['55&为了保证本书的质量及一致性
多次审阅了概念说明部分以及报告的
草稿%

G22'T+2(4和\5++*2CX5A<2'为3F#的
主要联络人" X6$'(5\EX'54>$6(4(为金融
与市场全球发展实践局的主要联络人"

:5@(f(<*为\3XW的主要联络人% 作者还
从与以下人士的讨论中获得了宝贵的建议
及其他帮助! H$'A$aW)*>52&& 3'(45W<_

+'58*54& ?(628 W&8=+& \2)*545W&&5)5'(&

W'=% 7542'j(& G5+'(;8 7654;*5'>& \5'8=<

[K 7'=442'A2(2'& W45F($'2665#5'@5j56&

X2'5'>$#$''$;*54$& \5'(54$#$'+2<& T*54_

+5&5454 ?2@5'5j54& T*54+*( ?(@585'54&

\5'8 ?$'9A54& W'45=> ?$'426& W='$'5F2'_

'5'(& D'(8 F2&24& H5@5'> H56654>& W6(<$4

H5'C$$>& \5'+(4 H$AA2<& W4=<*2 WK

[*54& W4j56([=A5'& :$>42&:$<<c2<+2'&

T5A=26\5(A0$& Z('5YK\5<;5'$& ?5@(>

\;[24a(2& \5'+(4 \262;8&& T205<+(54 \$6(_

42=<& #2>'(;\$=<<2+& \(;*26U$26& :$0_

2'+G565;($<& Y$')2G5+(k$& H5''(<T26$>&

W8<(4&5T$'$8(45& F($45T+2C5'+& F'54;2<;$

T+'$002& \5'8=< 15=<<()& W4='5>*5

1*58='& #'5() 1*$'0='4& H$='4 1*&&

\5'(6$= l&& T(A$4 B5662&& 3@54 g26248$&

W602'+g2=95;8% 以下人士贡献了数据!

30'5*(A c2@24+& B24>&f24_>22H=54)&

D=4)Y= [(A%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的同僚们进行的关于设计可
持续金融系统的非正式会谈也让本报告获
益良多%

在全世行范围内对本报告概念说明部
分进行审阅的时候" 以下人士提供了重要
建议和意见! c$(;#*(d=(2'& :$02'+$:K

:$;*5& W6(<$4 H5'C$$>及其他金融与市场
全球发展实践局工作人员'特别是金融系
统与资本市场及非银行金融机构部门()

:5@(f(<*& F'54;(<;=<Y$*5442<c(4>24 '多
边投资担保机构() 12> H5$d=54 #*=&

B(66(5A#KH5C$'+* '3F#() W=)=<+$>265

1$''2& T+224 7&<8$@& W65(4 3a2& D>=5'>$

c2@&_Z2&5+('拉美及加勒比地区() WV26

@54 1'$+<240=')& l662c$*A=<& T=>*('T*2+_

+&& U(8$65cKT%5+59$'5'东亚及太平洋地
区() #2<5'#56>2'$4& \58*+5'?($%& W'_

45=> ?$'426& #2>'(;\$=<<2+& #*'(<+$%*2'

Y=54 #$<+5(4 '非洲地区() T*54+5&5454

?2@5'5j54& G(2+'$#56(;2'中东及北非地
区(& H54< 1(AA2'& ?5@(>2 T56@5+$'2

\5'2& W4457j2'>2& Y$*4 G$6642'& U5+56(2

U(;$65$=& ?5@(> \(;*526X$=6> '欧洲及中
亚地区() G*(6(%%2c2H$=m'$=& \5'8=<

[(+aA=662'& \5'+(4 :5A5& U('5jf2'A5'南
亚地区() :2&456>$FKG5<+$'& W62j54>'$

W6;565 X2'2a& T=<54 \5<624& f(8'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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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4& T*('A(651KTK:5A5<5A&& \5'_

(54)262<T502665& W4+*$4&1$9+& f(j5&T'(4(_

@5<15+5& T*('A(65:5A5<5A&'法律部()

T5A=26[KDKb+$$& \5'8 :$654> 1*$A5<&

G(48(#*5=>*='(& Y299'2&c2C(<& \(;8 :($'_

>54& #5'6$<#5@56;54+('宏观经济与财政
管理全球发展实践局() Y5;$0 X$6><+$4&

#5'6$<T(6@5_Y5='2)=(& 15'5f(<*C545+* '贫
困全球发展实践局() Y$5;*(A @$4 WA<_

02')& #65'5W45#$=+(4*$>2T$=<5'发展
金融局() \5'(5442F5&& :$&G5'(a5+& D>_

=5'>$F2''2('5& H50(05X(+5&& Y$<*=5X56_

6$& Y=6(2:$a2402')'气候变化跨部门解决
方案领域与可持续发展部门() T;$02&c2_

$45'>$7'5@$& \5'(54$#$'+2<& Y5;8 X624&

W4j56([=A5'& W4>'2CT+$42'独立评价
局() c5='24;2BK#5'+2'& e5@(2'#62>54

\54>'(_G2''$++'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合作
跨部门解决方案领域() \&62<7'24454"

G*(66(% W4>2'<$4" ?54(265 HK[6(4)20(26&

#$66224 DK[22454 '司库部() Y52*&54)

T$& :5*=6X=%+5'信托基金与合作部()

3@54 :$<<()4$6'贸易与竞争力全球发展实
践局() #5'24 X'$C4& 7242>(;+2c2'$&?2

c57'(2'2'性别跨部门解决方案领域(%

本报告各章在全球金融发展报告专题
讨论会上分别进行了展示和讨论% 讨论会
由本报告核心创作团队参加" 同时也在讨

论中得到了以下人士的帮助! :$02'+$

:$;*5& Y299#*26<8& '第一章() T(A$4

7266& W4>'2CT+$42'第二章() H2(4a:=_

>$6%*& #5+(545X5';(5_[(6'$&'第三章()

\5'($X=5>5A(665<& F($45T+2C5'+'第四
章(%

没有出版团队本报告也无法完成" 他
们是! G5+'(;(5[5+5&5A5& T+2%*24 \;X'$_

5'+&& Y54(;21=+24 以及外编\5'+*5X$++_

'$4% :$=65Z5a()(协助进行了网站相关工
作% 联络组成员有:&54 ?$=)65<H5*4&

G*(6H5&& f5A<22[54;*(& \2''2661=;8_

G'(A>5*6% \(;*2662#*2<+2'& G5=6(45T(4_

+(A_W0$5)&2& 1$='&51$='$=)=(提供了杰出
的行政管理协助% c(6(545c$4)$& D(6224

\$44(4_[('0&提供了关于预算的支持% Wa_

(+5WAj5>(& #$66224 7='82& c(= #=(& T*26_

62&c5(F=& B(66(5A G'(4;2& Y54(;21=+24

协助准备了与本报告配套的#,-./!,-.I

全球金融发展数据手册$%

作者还要感谢参与本报告调研的许多
国家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他专家& 机构"

其中也包括金融发展晴雨表'F(454;(56

?2@26$%A24+75'$A2+2'(%

本报告得到了来自.知识促变革计
划/ 的研究支持预算" 以及来自中小企业
金融论坛& 英国国际发展部的资金支持"

在此我们不胜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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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和术语

73T"""""""""国际清算银行
X,- ,-国集团
X?G 国内生产总值
3\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b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T\D 中小企业
TBF 主权财富基金

术语

国家"""""""""一个地理实体" 在单独和独立的基础上为此实体提供国际范围
内的统计数据并予以保存'不一定是国际法理论和实践意义上
的国家(%

金融发展 从概念上讲" 金融发展是一个降低获取信息& 执行合同和实施
交易的成本的过程% 从实证上讲" 直接测量金融发展是具有挑
战性的% 本报告集中测量金融机构和市场的四个特性'深度&

可获得性& 效率和稳定性( ' .Je,框架/(%

普惠金融 使用金融服务的个人和企业的份额%

金融体系 一国的金融体系包括金融机构'银行& 保险企业和其他非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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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 和金融市场'比如股票& 债券和金融衍生品市场(%

它还包括金融基础设施'例如信用信息分享系统和支付结算系
统(%

机构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包括公共及私人养老基金& 人身保险公司& 非人身
保险公司& 共同基金等%

长期融资 长期融资包括所有期限超过一年的融资'包括抵押& 债券& 租
赁& 公共发行或私募的股票等(% 其中期限是指某融资项目
'股票& 债券或其他金融工具( 从发起到最终支付的时间" 最
终支付时剩余的本金和利息要一并偿还% 股票没有最终偿付本
金的期限" 因此可以被视为无限期金融工具%

非银行金融机构 指机构投资者和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如租赁公司& 投资
银行(%




	Binder1 1
	ml
	Binder1 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