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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在行动

最近围绕着如下议题出现了不少新闻：新兴市

场经济体实现增长，以及发达市场中的金融机

构正在如何寻求通过这些快速增长的市场而受

益。但是其中并未言明的故事却与此相反；总部

设在新兴市场的银行一直在扩大实力，并且现在

正凭借这种力量寻求突破其国境进行扩张。

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其国内的扩张也只能让它们

的增长达到现在的程度了；当国内经济波动进

入下行周期时，这种扩张几乎提供不了多少多

元化保护。新兴市场的银行之所以正在寻求向

发达市场以及发展中市场扩张，这是其中的一

个原因。新兴市场的银行也在追随着它们的客

户——这些客户正在向新的市场扩张，同时也

在追随其国民——他们会向新的地区移民。

随着新兴市场的银行将眼界投向其国门之外，

其是否已经作好准备将成为问题。

• 这些银行是否已经做好了国际扩张的准备？

• 它们能够从那些曾在1960年代、1970年代以

及1980年代在海外留下了足迹的银行业先驱

那里获得哪些经验教训？

• 他们需要做些什么工作以克服语言、文化、

人才、监管以及资本方面的障碍从而将其品

牌延伸到新的市场？

我们在本报告中会探讨这些以及其他的问题，

旨在帮助总部设在新兴市场的银行在其考虑国

际扩张之时对它们需要采取的关键步骤进行战

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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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银行国际扩张的趋势

我们在观察全球经济的变化趋势时，会发现新

兴市场的银行处于有利的地位，可在其母国市

场之内实现增长，亦可扩张到新的新兴市场地

区以及发达市场。新兴市场中的银行业系统受

金融危机冲击较小，因此，总部设在这些地区

的银行就有着强劲的资产负债表现——也就拥

有可用来投资于各种增长机会的资本。此外，

新兴市场中的银行业系统面临的有些问题是共

同的，包括国内基础设施和不断变化的人口状

况。这些市场中的银行已经表明它们做好了充

分的准备以进行创新和适应变化，从而有效地

应对这些市场问题。我们将在下面探讨这些问

题中的几个。

世界贸易流。我们现在可看到流向新兴市场的

贸易流在增加。这种增加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来

自于区域内的贸易流，如图1和图2中所示，即

中美和南美洲内部以及亚洲内部。我们还发现

了过去的数年中市场份额方面的变化，其中南 -
南贸易（新兴市场向新兴市场）有所增加。贸

易流方面的这些趋势反映并刺激了这些市场中

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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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贸组织《国际贸易统计年鉴2012》，后附秘书处对于2000年
之前的估计数据。《世界贸易报告2013》，第76页。

图1 — 世界贸易流

区域内以及区域外商品出口

北美洲 欧洲（不包括欧盟内部）

亚洲

非洲 中东

独联体 中美及南美洲

区域外

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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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 世界贸易流（按区域划分）

区域贸易在世界商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

不明 北 -南北 -北 南 -南

不断增长的GDP。 根据“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新兴市场和发达

市场各占当前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一

半（见图3）。然而，展望未来，新兴市场将会

在全球GDP中占有更高的份额，而发达市场所

占的份额将会减少。新兴市场会带来巨大的未

来发展机会。

这些经济因素不过是对于总部设在新兴市场的

银行活动增加有所贡献的元素中的几个。此外，

诸如数量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和新技术等因素

也创造了一种环境，使得其中的银行如果定位

适当的话就可以利用国内市场和人口因素实现

成功。

快速增长的公司。总部设在新兴市场中的公司

正在迅速实现增长并提高其全球重要性。当我

们考察对规模最大的全球机构进行排名的《财

富》杂志全球500强榜单时，会发现总部设在

北美洲和欧洲的上榜金融服务公司数量下降

了，而那些总部设在亚洲、中美洲和拉丁美洲

的公司数量增加了（见图4）。

图3 — 迅速成为全球增长驱动者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0年10月。

占
全
球

G
D

P
之
百
分
比

新兴市场

发达市场

图4 — 《财富》全球500强榜单上的金融服务

业顶级公司之总部所在地分布

北美洲

欧洲

中美及拉丁美洲

亚太地区

非洲 / 中东 / 中亚

百分比份额

资料来源：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世界贸易报告2013》，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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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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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三菱UFJ金融集团

追随客户进入新市场

按照《银行家》杂志（The Banker）的“2013
年世界银行1000强排名”1，按照资产计算，三

菱UFJ金融集团（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 

MUFG）是日本最大的银行业集团，也是全球

第二大银行。该银行在40多个国家开展业务运

营，其服务包括商业银行业务、信托银行业务、

证券、信用卡、消费者金融、资产管理、租赁

和金融服务。

1960年代，日本的GDP处于上升期，我们可

以看到生产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随着制造业

的迅速增长，出口实现了增加，在1980以及

1990年代，日本的国外直接投资水平显著提高

（见图5）。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MUFG一开始将其

国际扩张活动集中于亚太地区，于1950年代

在香港开展了业务运营；但是，随着其在电子

产品、汽车以及其他行业中的日本客户扩张至

欧洲以及北美洲迅速增长的大众市场，该公司

很快就开始追随这些大客户的脚步。MUFG于

1960年代在法国、韩国、英国和美国开设了分

支机构；于1970年代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开设

分支机构；于1980年代在中国、德国和泰国

开设分支机构（见图6）。该银行目前仍处在全

球扩张的轨道上，最近又宣布了对泰国最大的

金融机构之一大城银行私人有限公司（Bank of 

Ayudhya Pcl）的控股收购交易达成 2。与此同

时，MUFG将关注的重点集中于加强其在诸如

美洲和亚洲等重要战略区域的业务运营。

图5 — 日本对外的国外直接投资（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由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 JETRO) 根据财务省 (Ministry of Finance, MOF) 
之日本引入及对外国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财务省政策研究所月度财经评论以及日本银行外汇汇率编制。

北美洲 欧洲 亚洲 其他

1  "Top 1000 World Banks," The Banker. July 2013: pages 114-130.
2  "Japan's MUFG acquires 72 pct of Thai Bank of Ayudhya via tender offer" Reuters. December 18, 2013.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12/18/mufg-bankofayudhya-idUST9N0HP01H2013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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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FG在其国际扩张初期的数年中所获得的重

要经验教训之一是：让高管在诸如伦敦和纽约

这样的重大商业和金融中心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这样的安排使得MUFG能够展示出对于该

组织的某些最大和最受重视的客户在文化上的

尊重。此外，这种安排还为这些高管提供巨大

的进步潜力，便于他们获得该机构认为对于其

未来业务成果具有关键意义的市场之语言和文

化的第一手直接接触。事实上，该银行中目前

的高级管理岗位中有很多是由那些在其职业生

涯的早期完成了国际派遣任务的高管担任的；

这一做法帮助MUFG处于有利地位，以便维持

关键客户关系并加强有力的文化联系。

如今，当MUFG的银行家谈论他们海外运营的

成功时，他们会提到通过围绕着本地雇员建立

起来的运营结构而实现的与本地信息和文化之

间的密切联系。与政府之间强有力的关系、信

息收集能力以及基于长期投入而发展起来的对

海外业务的认识，是他们另外的一些优势 3。对

于MUFG而言，追随客户与尊重文化联系相结

合，连同对于本地知识的整合，一直是其成功

的关键。然而，该银行正表现出改变其战略的

迹象——转向真正的全球化管理团队，与那些

已经奠定了稳固地位的西方银行更加相像——

这些西方银行让其领导者具备全球足迹的做

法已经实行多年了。2013年6月，他们在其

核心银行子公司三菱东京银行（Bank of Tokyo 

Mitsubishi）任命了一位非日本籍的执行官。

资料来源：Mitsubishi-motors.com; Canon.com; Hitachi.com; Toshiba.com; Toyota.com; Honda.com; Mazda.com; 
Nissan.com; Denso.com; Sony.com; Fortune.com; MUFG.com.

3  Mitsubishi UFJ Financial Group Global Strategy Presentation. June 2013. 
   http://www.mufg.jp/english/ir/presentation/backnumber/pdf/sliders130619_e.pdf.

图6 — 日本对外的国外直接投资（单位：百万美元）

1950年代 1960年代 1970年代 1980年代

香港    

香港    

美国    

 美国   

欧洲    

 法国，英国  

 加拿大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德国   

   德国

  泰国  

   泰国

  中国  

   中国

日本企业扩张

MUFG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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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汇丰控股有限公司

追随客户进入新市场；然后在新市场发现客户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 (HSBC Holdings plc., HSBC) 
是一家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跨国银行。根据《银

行家》杂志的数据，按照资产计算，它是世界

第三大银行 4。该银行在85个国家开展业务运

营，有着由7200个网点构成的分支网络。该机

构通过四种重要细分业务运营：零售银行和财

富管理；商业银行；全球银行和市场；以及全

球私人银行业务。

十九世纪中期，欧洲的贸易中心处理香港以及

其他亚太贸易区的多数本地业务交易。在这一

背景下，汇丰于1865年在香港创立以便为本地

企业提供高水平的银行业产品。

由于在多个不同市场都拥有发展机遇，并凭借

该银行在本地贸易金融服务方面拥有的能力，

汇丰在十年之内得以为中国出产的丝绸和茶

叶、印度出产的棉花和黄麻、菲律宾出产的糖、

越南出产的大米和丝绸以及新加坡出产的橡胶

和马口铁的出口提供金融服务。通过这一工作，

他们与这些市场中的本地政府发展了强有力的

关系。汇丰银行追随着他们的客户，扩张到印

度、日本、菲律宾、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

缅甸、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重要亚洲港口

城市以便为贸易提供金融服务。随着时间的推

移，该银行开始实施多元化以便为更多的行业

提供支持，并且扩大其在亚洲市场的业务运营。

汇丰的财务实力、卓越的客户关系以及在亚洲

市场进行的区域聚焦，保护它免遭“大萧条”

后遗症的影响。该银行在1920年代至1930年

代保持着它在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外国银行的地

位，尤其是在汇兑银行业务方面。这一成就还

是在如下情况下取得的：政治不确定性不断加

大，来自中国现代化银行的竞争不断加剧，以

及贸易增长相对缓慢。然而，1941年，汇丰管

理层由于意识到另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产生的后

果，将其总部迁往伦敦。战后，汇丰银行总部

于1946年迁回香港，重新确立了他们在该区域

重点发展的定位。

在长时期聚焦于亚洲之后，汇丰银行开始感受

到该区域中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影

响。1950年代，他们开始从中国撤出，只在

上海保留了一家分支机构 5。由于出现了这些

变化，该银行决定奉行非运营式增长战略并将

目光投向西方以寻求增长机会。他们于1959
年收购了总部设在印度的有利银行 (Chartered 

Mercantile Bank) ，以及中东不列颠银行 (British 

Bank of the Middle East)6 。鉴于中东临近亚洲市

场并且，由于国外银行在该地区开展的业务运

营很少因而拥有尚未开发的潜力，该银行决定将

目光投向中东，将其作为其发展的下一个前沿。

1970年代，管理层提出了“三条腿的板凳”的

扩张战略 7。第一条“腿”是亚洲，这条腿当

时已经支好了。第二条“腿”是美国，所凭借

的是他们于1980年代在美国收购了海丰银行 

(Marine Midland Bank) 51%的股份；第三，他

们于1992年收购了英国的米德兰银行 (Midland 

Bank) 。这些进入这些关键市场的初步扩张努力

帮助将该银行打造成他们当前所拥有的全球角

逐者的地位。

4  "Top 1000 World Banks," The Banker. July 2013: pages 114-130.
5  HSBC: Our Story. 2013. Page 20. http://www.hsbc.com/about-hsbc/company-history/hsbc-history.
6  HSBC's History. http://www.hsbc.com.hk/1/2/about/home/hsbc-s-history
7  HSBC's History. http://www.hsbc.com/about-hsbc/history/hsbc-s-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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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汇丰银行是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银

行之一，具备强大的基础能力、卓越的客户关

系以及真正的全球业务运营——这一事实已经

无可否认。他们的成功原因在于他们专注于客

户需求，并专注于把握市场机遇，并且在这

样做的同时还能保持其根本的核心优势——管

理、财务状况、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强大的储备。

1865-1950

1950-1980

1980-2005

目前，该银行的目标是成为世界领先的国际银

行。他们依然专注于其根本要素——寻求充分

利用国际贸易和资本流的趋势，并且利用新兴

经济体中的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 8。

8 HSBC: Our Strategy. http://www.hsbc.com/about-hsbc/our-strategy

图7 — 汇丰银行的运营式扩张和非运营式扩张对比

注：圆圈大小并非按比例绘制

亚洲 美洲 欧洲 中东

非运营式扩张

运营式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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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银行扩张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新兴市场的银行在世界各

地扩张其业务经营范围的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

途径。

这些银行中有一部分采取了区域性扩张方法，

充分利用了与其母国在地域上临近所提供的协

同效应；而另外有部分银行则在距离他们的总

部数千里之外的地方开展了业务运营。我们来

关注一下目前所看到的这些例子：

中国银行（中国）

中国银行是中国唯一一家按照金融稳定理事会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的标准可被归类为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银行（截至2012年12
月31日，中国银行是中国唯一一家入选系统重

要性金融机构的银行。2013年11月11日，中

国工商银行也入选金融稳定理事会全球系统重

要性金融机构名单），它在其国内同类银行中拥

有最大的海外网络。中国银行在传统上是一家

商业银行，现在已经实施多元化，通过其分支

机构进入了投资银行、资产管理、保险、飞机

租赁以及其他金融服务领域。2012年该行报告

的净利润为300亿美元，资产总额2万亿美元 9。

中国银行称其为“中国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

高的银行”，在36个国家开展业务运营。2012
年年末，中国银行海外总资产为4989亿美元，

与上一年末相比增加了13.3%，在其总资产中

所占比例为23.5%。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于

2012年7月发布了一封致股东的信，解释了该

行为何必须走向全球化：“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中

国经济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它作为全球最

大出口国的地位将导致其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

直接投资者。这一新模式不仅要求中国企业扩

张其全球业务，还要求中国的银行业部门加快

其国际化进程 10。”

伊塔乌联合银行（巴西）

伊塔乌联合银行 (Itaú Unibanco) 是拉丁美洲最

大的私营银行，是由伊塔乌银行 (Banco Itaú) 
和巴西联合银行 (Unibanco) 于2008年合并成

立的。其细分业务包括零售银行、政府机构业

务、中小企业业务、机构客户业务、私人银行

业务、消费者信贷业务以及大企业客户业务。

该银行净资产为4960亿美元 (与2012年相比增

长14%) ，净收入为98亿美元 (与2012年相比

增长1%) 。

伊塔乌联合银行奉行运营式增长和非运营式增

长两种路线在国际市场进行扩张。其主要关注

点在于通过多元化进入零售银行业和国际资本

市场服务以实现在拉丁美洲的增长。伊塔乌联

合银行的战略是以他们实施市场渗透的四个支

柱为基础的：客户满意度，打造强有力的财务

基础，以及运营式扩张和非运营式扩张。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俄罗斯联邦）

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 (Sberbank of Russia) 是

俄罗斯和独联体最大的银行，其历史可以上溯

170年。该银行的创立者和首要股东为俄罗斯

中央银行，持有该银行法定资本的50%以及

一份有表决权股份。其余的股份由国际及国内

投资者持有。该银行通过其分行以及分支机构

在独联体、欧洲和土耳其提供全方位的业务：

零售、企业和投资银行服务。该银行在截止

于2012年12月31日的年度中，在资产总额

4227.2亿美元的基础上取得的净利润为99.1
亿美元 11。

9   The Banker "Top 1000 World Banks 2013" July 2013.
10  Calkins, Jonathan. Banking Abroad: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Banks. 
    http://knowledge.ckgsb.edu.cn/2013/03/28/china/banking-abroadthe-globalization-of-chinese-banks/(March 28, 2013).
11 "Sberbank publishes Consolidated Financial Stat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porting Standards (IFRS) for the year ended 

31 December 2012." Sberbank press release, 28 March 2013. 其中的货币于2014年2月换算；兑换率为1俄罗斯卢布等于0.028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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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主要采取收购路线以进入

新市场。2011年，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实施了

多个不同的项目从而将其分支机构业务整合到

其统一的系统中。这些项目旨在让其集团公司

的客户受益，并且同时实现这些公司各自的底

层流程之标准化。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关注重点在于向西方扩张。

2012年，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收购了一家土耳

其私人银行德尼兹银行 (Denizbank) 12。2013年

10月，该银行增加了其与法国巴黎银行 (BNP 

Paribas) 共同设立的合资企业德领银行 (Cetelem 

Bank) ——一家总部设在匈牙利的银行中所持的

股份，使其持股比例达到74%13。

该银行在其2014年战略目标的清单中，列出了

如下内容：“通过在独立体和东欧的运营逐步扩

展国际业务，并且在中国以及印度建立业务运

营 14。”该银行报告称国际资产占其集团总资产

的12%，利润占比为大约7%。俄罗斯联邦储

蓄银行目前在22个国家开展业务 15。

12 "Sberbank Announces Agreement to Acquire 99.85% of DenizBank," Sberbank press release, 6 August 2012.
13 "Sberbank Rossii OAO Increases Stake in Cetelem Bank up to 74%" Reuters. 1 October 2013.
14 "Sberbank's development strategy up until 2014" report, http://sberbank.ru/common/_en/img/uploaded/files/pdf/normative_docs/strategy_eng_2014.pdf.
15 "Sberbank's development strategy 2014-2018" report, http://www.sberbank.ru/common/_en/img/uploaded/files/SberbankDevelopmentStrategyFor2014-2018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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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已经做好全球扩张的准备？

新兴市场的银行可以在如下的几个维度上评估

自己的准备度，并由此迈出向发达及发展中市

场扩张的第一步：

战略。了解你希望进入的细分市场。根据世界

经济论坛发布的一份最新研究，新兴市场中有

三个领域可提供最大的机会——消费者金融服

务，中小企业业务，以及企业债券市场 16。但是，

其他的机遇同样存在。新兴市场的银行需要聚

焦，然而也要足够敏捷以便调整其战略，从而

及时评估和利用意料之外的机遇。

执行。在界定了清晰的国际扩张战略之后，新

兴市场的银行应该专注思考他们打算如何实施

自己的计划。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与已经确

立了一定地位的本地公司结成联盟几乎成了市

场准入的一项要求；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中，国

外银行得以准许设立代表处、分支机构和 /或子

公司。此外，许多政府会提供支持和激励以鼓

励其银行进行国际扩张。认识到这些机遇并且

将它们融入到自己的计划中能够提供更大的成

功机会。

基础设施。拥有充分的技术和业务系统是进行

国际扩张必不可少的要素。在某些新兴市场中，

基础设施资源不够充足，或者颇为有限——从

可靠的交通运输到电力来源不一而足。业务系

统需要应对这些局限，以确保客户记录和交易

都具有充足的能力并得到充分的保护。

人才。新兴市场的银行在扩张至发达和发展中国

家中时将会需要的最关键的资源之一是人力资

源。许多组织在其母国市场中所面临的人才争

夺，在海外会更加激烈，因为来自许多行业的公

司——不仅仅是金融服务行业——在争夺那些

理解新兴市场中的文化、语言和业务实践的人

才。拥有业务蒸蒸日上的声誉以及提供国际派

遣任务的能力的银行，也更有可能在其国内市

场中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如果公司缺乏与战

略相称的人才，即使是最佳的战略也会失败。

监管。了解本地监管体制的微妙之处是进行有

效的国际扩张的另一个关键要素。那些在三、

四十年之前实施海外扩张的银行并没有面临银

行目前所面临的这种水平的监管审查。发展与

本地监管部门的关系以及对于本地监管规定的

详细了解，是新兴市场的银行所要采取的重要

步骤。各银行还需要了解由于其扩张计划而将

会在其母国面临的监管规定。

资本。拥有充足的资本以便在新兴市场中运营

是进行国际扩张的另一项要求。尽管许多新兴

市场的银行以相当不错的状态走出了最近的全

球经济危机，世界各地的监管部门还是都期望

国内及国外银行满足已经提高的资本标准。新

兴市场必须做好准备在数十年之中都满足这些

标准。

16 "Redefining the Emerging Market Opportunity: Driving Growth through Financial Services Innovation," http://www.weforum.org/
reports/redefining-emerging-market-opportunity-driving-growth-through-financial-services-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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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开启全球化增长历程

对于新兴市场的银行来说，向发达和 /或发展

中国家扩张的决策是他们所要考虑的一项重要

决策。

新兴市场的银行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它们避

开了发达国家的银行在全球经济危机过程中所

面临的许多问题。有些观察家认为新兴市场的

银行面临着一个国际扩张的机遇窗口期。如果

发达国家中规模更大的银行决定在发展中地区

实现增长，那么这个窗口期将会对新兴市场的

银行一直开启多长时间呢？

新兴市场的银行处于独特的有利地位，使其能够

在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它们已经明白如何在它

们自己的国家中深入到尚未开展银行服务以及

银行服务不足的细分市场；这种知识是一种能够

迁移到其他国家和文化中的资产。此外，新兴市

场的银行拥有在经常波动的母国市场运营的经

验。这种经验也可以带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

新兴市场的银行若能适当地估量自己的能力、加

强其战略聚焦并且认识到国际扩张是一个长期

的历程而不是一场赛跑，那么就可以为自己在其

他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增长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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