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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元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摘要：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产生于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

主义之外，是新时期有中国特色发展实践的产物，在经济思想史中具有应有的

地位。它既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形成了

独特的自我属性，使其真正区别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面对自身生存发展的

问题，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我国新时期、新时代发展背景下既要向后看到传统开

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也要向前看到与发达国家间的基础性短板，同时担负起

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使命，在广阔的市场蓝海中求得生存发展。

关键词：实践认知 思想地位 属性特征 历史使命 生存发展

◎陈 元

一、源于实践认知的开发性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首先是一种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加以

总结就形成了发展金融学。纵观历史长河，开发性金融思想的出现只是一个

短暂的瞬间，但从人类社会实践和认识论的角度看，开发性金融思想应当占

据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开发性金融的思想、属性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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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凯恩斯、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的结果

苏联建国之后经过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计划，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

世界第二的工业强国。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政府的计划组织、财政调配发挥

了关键作用，解决了经济发展从 0到 1的问题。美国看到了苏联成功的经验，

在 20世纪 20年代末到 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实行了罗斯福新政，这是对资本

主义经济需求不足的一种修正和调整，可以看成是美国版的计划经济。同时，

苏联的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可被看成是苏联版的罗斯福新政。罗斯福

新政的核心是以财政手段扩大需求，这个政策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期各国开始实行战时经济的阶段，而美国由于向全世界特别是盟国供应军火

和物资，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和全球经济霸主。此外，凯恩斯主义在战后经

济恢复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仅 20年左右的时间便使全球经济恢复和超过战

前水平，达到辉煌的顶峰。

但到了 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发达国家实现了温饱和小康，进入到

了后产业化和消费阶段，出现产能过剩，原来的经济扩张遇到了问题，经济

从建设时期迅速走向产业升级阶段。各国经济发展也变成全球化发展，各国

经济在全球化中各自分工，发达国家占据高端制造业、金融业、科技、教育、

医疗，发展中国家占据中低端产业。

这时候，凯恩斯主义以财政政策统管一切的做法开始走向衰落，以里根

和撒切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开始出现，其主要措施便是去产能和私有化。

同时货币主义出现了，因为金本位制度消失，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

形成，贸易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货币金融显现出巨大的

生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一国所取得的财富，不再是本国劳动所对价的

数值，而是与它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相联系，所以有的国家就拥有了比自己

国家生产总值更高的财富。财富已不是主要积累在财政税收上，各国财政税

收变得碎片化，与全球贸易脱钩。此时，财政政策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

财政政策完全局限于财政的能力，局限于税收收入和发行国债，是有限的和

低效的，把财政政策作为宏观政策工具是近视的、短视的。同样，货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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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失灵，因为货币不仅是市场流通的一般性中介，也是财富的标志和载体，

将来宏观政策工具应该是金融和财政，不仅是货币和财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财富大部分不是取自于国内，而是从全球贸易

中获得的，因为美元发行首先变成美国的财富，同样是世界的财富。伯南克

看清了这一点，即货币的财富属性大于中介属性，他的量化宽松措施是将凯

恩斯主义的扩张方式用到货币领域，用货币扩张代替财政政策的扩张，干预

美国金融市场，同时挽救了美国以及全世界金融市场，使美国经济股权和债

权之间恢复平衡。所以，美国量化宽松就是凯恩斯财政干预方法向货币金融

领域延伸，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里没有，是伯南克和美国联储的发明。

可见，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以及货币主义是资本主义运行的产物，

是对那个历史时期经济政策实践的总结和概括。它们在历史上有成功的一

面，但也不一定是最正确的，也有历史的局限性。

（二） 开发性金融是继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的产物

开发性金融机构是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后确

立的一类机构，属于凯恩斯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物，是财政政策的衍生物。新

自由主义则对任何政府作用都持反对态度，没有关注和促进开发性金融的发

展，反而强调金融放任自我的发展，导致金融自由野蛮扩张。2008年的美国

次贷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就是由金融把逐利当作唯一目标、不服务于实体

经济、以泡沫方式来获取盈利而导致的。两者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有反

社会主义的一面，都是反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这些正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和

学术界都难以理解历史会如此演变——在西方国家经济都低增长甚至零增长

的时候，为什么中国能这么快速地发展。他们不理解巨大的需求推动，不理

解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和逻辑。

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

产物。萌生于凯恩斯主义的开发性金融，脱去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外

壳，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育成长。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在快速发

展中发育形成了开发性金融实践和理论，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个历史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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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正如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通过实施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实现工

业化，而西方和美国遇到大萧条，开始实施罗斯福新政，从而产生了凯恩斯

主义。当然，两者的性质和内容都有很大不同，这只不过是一个此起彼伏的

过程。

中国的开发性金融起源于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

求，发展于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实践。因此，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是巨大的社

会需求、政府的组织协调能力、国家信用的市场化运用，以及巨额的居民和

企业储蓄存款、巨额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等一系列有利因素结合在一起的

结果，这些因素成为开发性金融的推动力量，促进了其成长发展。

在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条件下，无论是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

主义，都没有开发性金融的发展空间。虽然现在西方经济学主流没有真正承

认和认识开发性金融的一系列重要本质性特征，但也开始正视其存在并进行

研究，但是由于偏见，他们不可能把中国的特点，特别是政府组织的协调优

势看清楚。所以，他们被限制在各种较小国家的、不成功的、没有明显成效

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案例中，不但不能总结出开发性金融的核心内容，也无法

看到事物发展的全局和更全面的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既要有足够的制

度自信、理论自信、实践自信，也要听取国外的一些研究意见，力争使开发

性金融的研究更加全面和完整，更具说服力。

（三） 以发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决定了开发性金融的地位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泡沫，

并在巴塞尔委员会和美联储原主席沃尔克的推动下，对银行业和证券业实

行最严格的监管。该出发点在于西方经济已经进入后产业化和消费阶段，

除了高科技、教育和消费之外，没有其他有效的经济增长动力，他们的核

心目标是在低增长和零增长环境中防止财富泡沫化、流失和缩水。在新兴

经济体蒸蒸日上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了低增长和衰落，其金融

体系的目标变成财富保值、防止缩水，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这是没有

前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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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发展才能增加财富、扩大市场、扩大需求。西方国家现在缺少经济

增长的动力，很难跳出原有的圈子。因此，以防止财富泡沫化、流失和缩水

为目标的西方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增长性国家，存量财富

保值只是金融管理和金融发展的部分原则，不是支持长期经济发展的有效对

策。

开发性金融以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防范发展中的风险，而不

是把增长空间压缩和管死，这才是促进经济发展之道，也是“发展是硬道

理”在金融业的直接体现和表现形式。从这点来说，《巴塞尔协议 III》不完全

适合于中国的情况，它没有回答应该由谁去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这个问题，监

管部门也没有指出开发性金融应该怎么做，而这都要依靠开发性金融机构主

动作为，寻找支持发展的有效方式。

因此，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要从《巴塞尔协议 III》中跳出来，走一条中国

式的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做到促进发展和保值增值两方面才是金融体系正

确的发展之道，也是经济发展全局的需要。

二、开发性金融具有独特的属性

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

本性的不同。在这之中，开发性金融是凯恩斯主义之后、新自由主义之外，

新时期有中国特色的产物，以发展为导向意味其既继承了西方思想中的有益

成分，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认知中提炼升华，形成了独特的自我属性。

（一）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

开发性金融是国家的金融，与国家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

目标方向和全局利益永远紧密相连。它能够不断调整自身的支持重点，是一

个活跃的、有生命力的、有自主意识和生存能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一个被

动的工具。开发性金融之上就是国家，它不由任何一个经济管理部门所指

挥。唯有如此，开发性金融才具有市场自主权，才能主动调整工作重点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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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服务和支持国家发展战略。开发性金融始终致力于成为国家战略的主要

载体、主要践行者和实施者，这是衡量其性质和检验其成败的基本因素和关

键因素，也是其最重要的基本特征。

如果拿红军长征的历史进行类比，开发性金融就应当成为国家指导下的

“红一方面军”。只有像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那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开发

性金融才能奠定自己作为国家战略的主要载体、主要践行者、主要实施者的

地位。

长征过程中，四渡赤水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性

意义的战役。其中有一次红军打了败仗，即土城战斗。土城战斗刚开始时敌

情不明，敌人的兵力超过我军数倍，战斗打响之后我军损失很大，战斗的形

势极为不利。后来摸清敌情之后，中革军委下令迅速退出战斗，命令整个部

队以个人为单位，迅速撤出战斗，要求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重新集

合。当时土城战斗除了造成很大伤亡，对部队士气也有极大影响，而中革军

委的命令一直下达到所有战士，大家都遵照命令自行撤出战斗，寻找有效的

避敌方式。第二天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三万红军不缺一人一枪，全部集

中归建，部队又重新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长征的道路，走向下一场战斗。

换作任何一支其他军队这都难以做到。当时周恩来同志担任中革军委副

主席，他感慨到：“只有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做到这一点。”土城战斗之后，中

央召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对一些问题进行批评教育，对一些问题给予纪律

处分，也对部队中存在的一些思想问题做了回答。但是红军不缺一人一枪而

重新集结，这一点充分体现了红军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及高度的革命责

任感、使命感，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开发性金融和开

发性金融机构，要像当年的红军一样主动作战、主动作为，不断强化、巩固

自己的地位。

（二）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密切合作

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门是密切合作、形成合力的关系。不管是国内各级

政府还是国外合作国政府，只要其目标是增强国力、改善民生，开发性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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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都可以与其密切合作、形成合力。应该明确的是，开发性金融与政府部

门之间不是官僚对官僚、权力对权力的关系。

过去，金融界中存在着一些短视观点，认为金融部门也是一个重要的国

家部门，其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就是地方政府是不是讲信用、是不是听银行意

见、谁说了算的问题，这就是从部门对部门、官僚对官僚、权力对权力的角

度来看待双方的关系。虽然当时很多金融机构并未“制裁”地方政府，但是

其将很多地方看成是高风险地区，不提供融资支持，也不主动扭转局面、开

展工作。这种观点是不够全面的，现在的金融机构已经转变了这种看法。

从金融角度看，不管是人求我，还是我求人，只有密切合作、深度信任、

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发挥出金融的力量，才能把政府力量变成服务金融、支

持金融的力量。开发性金融与地方政府合作，就是希望地方政府能够变成服

务金融、支持金融的力量，并通过服务金融、支持金融最终助力地方经济发

展，支持交通、电力、基础设施等全国性行业和项目以及高新科技产业发展。

只有这样，双方才能打破官本位和官僚主义的鸿沟，开发性金融才能与政府

部门成为长期合作的伙伴。开发性金融要努力推动政府功能为金融化服务，

推动全社会融合成一个统一、协调的力量，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从金融发展

中受益，同时也支持金融发展和防范风险。

（三） 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有别于历史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历史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是以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为主要特征的政策工

具，将是否盈利作为划分政策性、商业性机构的出发点。凯恩斯主义提出的

开发性金融机构，以保本微利为特征，是财政补贴的产物， 以财政补贴方式

来利用金融，但实践证明这条路走不通。战后 60多年证明以财政补贴为基础

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基本上都失败了，成功的不多。

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已经大不同于凯恩斯主义下的开发性金融机构。

不能以财务是否盈利作为开发性金融区别其他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标准，保本

微利是财政政策的标准，换句话说是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标准，现在的开

发性金融机构不能以保本微利为特征，而应将实现国家战略为目标作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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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必须有财务持续和自主发展能力，能不能盈利

是个生存问题，有什么发展，做什么目标，则是个发展问题。所以，保本微

利是指财务生存能力，带有划分政策性和商业性机构之间的界限的含义。以

保本微利来指导和经营发展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最终也会失败，而以货币

金融政策体系及市场建设为特征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包括中国的开发性金融

机构，取得了成功。

开发性金融机构的运营核心是发现国家战略，制定实现方案，是一个客

观、社会化的认识过程，既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又是一个自下而上的反复过

程。这不是一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力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靠集体的努力，是一

个自上而下为主、自下而上为辅，对客观世界反复认识的过程，也是一个复

杂艰巨的过程。认识的空间基于国家战略、国内外大形势、货币金融和宏观

经济，发现开发性金融能够为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做什么。它和实体经济之

间是一个互动的、能动的，市场化、法律化的过程。

不同于财政政策的行政性决策，开发性金融业务更多是主动为实体经济

建设市场的过程。开发性贷款有完整的贷后管理，拥有信贷资产管理过程，

财政化的行政决策对市场的建设、市场的信用、市场制度的发展则具有负面

的、破坏的作用。当财政越界以后，市场不能发展，金融不能发展，而且还

会倒退，所以应该主动划清历史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与现在的开发性金融机

构间的界限。

（四）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有本质区别

商业性金融机构存在于既有的市场体系中，是以盈利为主要目标的金融

机构，没有特定的、具体的国家战略和目标，只有一般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和社会责任，大多是在红海当中锦上添花，是一个运行的产物。相反，开发

性金融机构以国家发展战略和目标为使命，它的生存、运行更多是为了发

展，是在蓝海里补短板，雪中送炭，支持国家的一些重点和热点，是发展的

产物。尽管商业性机构存在发展的成分，但是它的具体目标比较抽象，而开

发性金融机构在不同的时期必须肩负相应的国家使命，不会在红海当中去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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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而是在蓝海里补短板，强烈的目标导向是它的重要特点。

开发性机构是个长焦距、望远镜头，商业性机构是个标准镜头，主要是

聚焦短期性领域，这是两种运营模式不同的重要原因。商业性机构的运营基

本是自下而上，下面发现、提出项目，由上层拍板决定。这跟开发性金融机

构完全不同。开发性机构是专门找短板，要解决这些短板，而商业性机构有

自己明确的存量市场，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运营。但是，国内现有的监管体

制和模式主要适用于商业性机构，不是很适用于开发性机构，开发性机构难

以运行。

（五） 开发性金融兼具国际主义情怀

开发性金融产生于中国，是中国特色的产物，其他国家既没有提出，也

没有这么大规模地开展开发性金融。但开发性金融的内容是统一和一贯的，

体现的国家意志也是一贯和一致的，即开发性金融是富民强国的一个重要工

具和武器，它的原理可以运用于支持第三世界发展。世界银行、其他多边性

金融机构都可以运用开发性金融服务第三世界发展，使其成为全球性的金融

发展方式和模式。

现在发达国家产能萎缩，财富出现泡沫，没有发展前途，只有和开发性

金融结合，走向发展中国家的蓝海，才能真正释放发展潜能。如果龟缩于发

达国家内、发达市场内，那它只是全球 70亿人以及很快达到 100亿人市场中

仅有十几亿人的一个小市场，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衰落。只有走向全球化，

而不是反全球化，发达国家的经济才能真正找到自己的正路。贸易战、科技

金融战都会使经济受损、衰落，最终会使全球经济都遭受损失。

三、开发性金融面临的问题及挑战

开发性金融独特的属性决定了开发性金融机构始终面对着有别于政策

性、商业性金融的生存发展问题，要求开发性金融机构不断完善主动开拓市

场“蓝海”的能力，在市场“增量”中谋求生存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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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发性金融生存发展的问题

生存发展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任何一个机构都面临生存发展问题。

开发性金融生存发展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商业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关

系问题。

开发性金融与商业金融面对的是同一个市场，存在一定相似与竞争。两

者都是货币和金融市场的工具和衍生物，拥有独立自主的财务，健全的发展

能力，不靠财政补贴，也不靠财政政策，依靠市场而生存，在业务和领域上

也很难依靠一些本质性区别划分出开发性或商业性。市场中总有蓝海、红海

界限不清的地方，因此开发性金融无法垄断一些特定的领域，两者是可以有

竞争的。现在，商业金融、商业银行也都在学习、运用开发性金融的一些方

法，主动开拓蓝海，拓展业务领域，进而把蓝海变成红海。

但是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商业金融的生命力在于以存款为基础的存

量稳定，这部分业务占其 70%~80%的工作量，而开发性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增

量发展，其存量是流动的。存量是靠持续的增量形成的资产，存量本身高度

流动、逐年缩水，随着项目还本付息和最终贷款全部归还而逐渐消失。严格

来说，商业金融、商业银行的存款也是流动的，但它相对稳定——我国储蓄

率一直高达 45%~50%，商业金融的存款规模在这个范围内小幅波动，并没有

根本性变化。对商业银行而言，存量稳定是生命线，特别是储蓄，这与开发

性金融机构存在本质不同。例如，20世纪 80年代末到 90年代初，我国曾出现

两次通货膨胀，当时国家最大的担心就是银行挤兑，出台了很多开展保值储

蓄的政策和措施。

如果比存量，开发性金融不占优势，而比增量，开发性金融则能显示出

和其他任何金融不同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点上，开发性金融与投资银行有很

多相似之处，都是以流量为中心，以流动性大的资产为中心。因此，开发性

金融的生命力在于增量，必须要有巨大的、超过存量的新项目储备库，保持

生存发展的合理空间，才能具有稳定的生命力。

开发性金融的生存发展是个永远存在、永远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不断地

主动向前发展，拉开前瞻性的差距，拉开优质项目库的差距，才能保持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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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在这之中，商业性和开发性机构之间会有竞争，但总的

来看竞争应该是良性可控的，可以调整的。商业性机构虽在国家战略中没有

清晰的具体目标，但也可以渐进式地从事蓝海和红海之间的业务。对于发展

中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尚存在很多空白和短板，要大家共同来填补，随着

蓝海变成红海，发展则进一步变成了一个运行的问题。

（二） 开发性金融自身发展方向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要努力学习、掌握和运用最先进的金融工具，以达到国家和

自身所要求达到的各项目的，从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因此，投资、

债券、租赁等都要成为开发性金融有力的业务支撑。

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只学会了发展银行，没学会发展

投资。目前我国投资领域的发展还处于初级乱象和野蛮生长状态，影子银

行、通道融资都是这些乱象的标志。想要实现均衡有效的经济发展并降低风

险、降低杠杆率，就要提高股权融资比例。开发性金融要充分运用投资手

段，扩展自身相应功能，只有这样，才能把开发性金融的战略优势向金融领

域的其他方面扩展。

同时，开发性金融机构要扩展自己的战略合作伙伴，形成对其他金融机

构的带动效应。开发性金融的朋友圈，既要包括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地

方性银行，也要包括投资、基金等各类金融机构。现在基金投资往往过于注

重自身回报，过于注重管理费用、分红等，这些都与中国国情不相符合。要

想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就必须充分联合和运用金融领域的各方面力量，有

效拓展服务手段，这也可以为开发性金融的自身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

四、开发性金融新时期、新时代的发展

开发性金融是“显微镜”和“望远镜”，在新时期、新时代既要向后看到

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与市场，又要向前看到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基

础性短板，同时担负起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使命，运用“规划先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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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出开发性金融的生存之道。

（一） 向后看到传统开发性金融业务的潜力与市场

中国幅员辽阔，很多地区仍然处在建设期和工业化前期阶段，而进入消

费阶段的地区很少，只有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开始进入消费阶段，但也是很初

期的消费阶段。中国存量生产能力自我维持和自我升级的力量有一部分来自

消费拉动作用，但对于那些贫困地区或者仍然处在建设期和工业化前期阶段

的地区，消费拉动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依靠消费拉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力

量很单薄。

实际上，在东部地区仍然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比如，在国家高

铁路网建设方面，许多东部地区高铁路网不断加密就体现出了基础设施也有

不断深化完善的需求。对于一些基础设施项目，不能只看当下的人流物流，

还要看到增长的潜力，即增量的人流物流。有些地方看上去贫困落后、人口

稀少、产业单薄，但是一旦交通基础设施建好，就会带来投资需求和新的发

展机会。增量的人流、物流、资本流、现金流会在基础设施建成后释放出

来，而这些潜力和机会只通过原有人口数量和客流人流来计算往往是困难的。

所以，不能用停滞、静止的眼光看待问题，把发展局限在原有条件下的一个

个有限项目，要用发展的方式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开发性金融此前有“政府热点、雪中送炭、规划先行、信用建设、融资

推动”的“20字方针”，这一基本原理仍然适用于我国国情，只是所处的形式

发生了变化，比如“政府热点”已逐步发展成为“民生热点”“脱贫热点”。

“政府热点”是一个形象的、基于当时情况提出的概念，它会随着客观形势和

不同地区情况的变化而逐步丰富和完善。所以，“20字方针”的基本内容仍然

是有效的，特别是“雪中送炭”，充分体现了前瞻性和预见性。

开发性金融要看到未来发展的潜力，不能仅仅局限于当前已有的市场，

要看到我们国家虽然人口接近 14亿，但是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在世界上还是

排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发展潜力非常大。因此，传统开发性业务还有很大发

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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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向前聚焦与发达国家间相比较的基础性短板

如果向前看，在复杂的国际博弈环境下，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和短板

主要体现在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基础性的短板上。我国要想追

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就要主动发展科技、教育，同时发展医疗、住房、养

老等民生领域，为快速弥补短板而努力。

一般而言，人们往往把科技和教育划归第三产业，很大程度上用市场

化的方式推动科技、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的发展，但是这种完

全的市场化也表现出了明显缺点。因为科技和教育是产业发展、经济发

展、国力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不能把它们简单看成是第三产业，那是缺少

前瞻性的看法。科技和教育是国家发展最有潜力的虚拟产业，或者可称为

还没有显现出价值的优质资产。医疗、住房、养老等领域属于社会保障体

系，是社会基础设施和社会基本支撑，没有这些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居

乐业。

从发展前瞻性来看，我们既要投资当前有价值的资产，又要投资未来有

巨大增值空间的资产。这些有潜力的领域可能现在还是虚拟的，但会在将来

变成优质的实体资产。开发性金融要把业务领域往前延伸到科技、教育等优

质虚拟资产，延伸到社会基础设施，这是更加广阔的市场。开发性金融机构

应该对这些广阔的市场加强调研、请教专家。必须看到在实现全面小康以后，

我国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进军，若没有科技、教育等潜在的优质

资产和医疗、住房、养老等雄厚的社会基础设施作为支撑就不能建成一流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对于开发性金融，只有看清了国家发展空间，才会有自身发展空间，才

能不断在发展中解决生存问题。当前，这些领域的发展目标还有很多不够清

晰、不够明确的地方，也缺少明晰的路线图。开发性金融需要结合我国的自

身特点，对比发达国家的长处、短处，认真研究补短板的方法。这是一项十

分紧迫的工作，关系到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而最好的老师就是竞争对手，

特别是在对手领先于自己的时候，应该认真地、批判性地吸取其长处，避免

其短处，逐步明晰我国自身发展的目标和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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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担负国家履行国际职责的重要使命

开发性金融服务国家经济的同时也体现着国家承担的国际职责以及外交

利益，是国家实施对外政策、履行国际职责的“野战军”和“生力军”。 不

论处于何时何地，开发性金融都应当跟踪、掌握全球形势和实时动态，深入

研究不同形势下国家外交政策，发现可能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机遇，做好正、

反两方面预案。

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有充分的准备就不怕形势变化。与开展融资

业务相比，这些前期工作工作量很大，成本也很低，但收益将会很高。新的

资产从何而来？就来源于做好这些前期工作，做好规划项目库，做好全球战

略的不断推演。军事上讲“兵棋推演”，从事开发性金融也要做好各种推演，

并且把社会上一些专业部门、专业人才吸收进来，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现在国家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开发性金融的逻辑与“一带一

路”倡议的特点高度匹配。在新时期响应中央号召，支持“走出去”战略的

拓展和延续，致力于沿线各国的国力增强、民生改善。开发性金融经过认真

总结、提高以及法制化，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条件，可在发展中国家加以运

用，开拓世界市场，扩大全球的总需求，进而把发达国家的产能、财能释放

出来，开展更广泛的、更全球化的同业合作、国际合作，促进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

（四） 将“规划先行”作为开发性金融的生存之道

开发性金融是 “显微镜”和“望远镜”，没有它就看不到有高价值的潜

在优质资产，就可能会衰退，以至于在竞争中失败。国家的目标是逐步明确

的，它可能起步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而开发性金融作为一个重要参与者

和推动者，就应提前掌握、运用好“规划先行”，把这些有巨大升值潜力的优

质资产挖掘出来、规划出来，变成现实的优质资产，变成国家发展的优质资

产，这是关系到开发性金融生死存亡的问题。

要想图生存、谋发展，就要把压力变成动力，进而变成努力。不仅要努

力去开拓，努力去做别人没有做过的工作，还应主动去做，不要心虚，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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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底气。只要方向看准了，努力做好工作，就一定会有成效。虽然在前期

多做了一些工作，花了一些工夫、精力和经费，但这是值得的。从近期看，

前期工作不产生现金流，但从远期会带来高质量、高水平的项目库和预案，

有助于调整、组合出应对任何形势变化的最有效方案，从而抓住和扩大发展

机遇。

在现实发展中，总有国内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参考，开发性金融

的前进道路也都是在不断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走出来的。开发性金融

的发展，要结合实际、实事求是，找到有效方法并积极推进实践，在不断总结

完善中反复试错，依靠群众的力量、专家的力量、政府部门的力量、中央政策

的力量、国家战略方针的力量，开辟出开发性金融新的广阔发展空间。

五、结 论

开发性金融是支持发展的金融，其首先是一种实践，在实践基础上加以

总结就形成了发展金融学。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有很多相

似之处，但也有一些根本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以存量资产保值为

主要目的，目标是保持财富价值不缩水、不流失，而我国以服务发展为主要

目的。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西方金融体系也曾经是支持发展的金融，

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到消费阶段，其整个金融体系的目标转变为财富管理和保

值。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国家金融体系就走上了一条与我国不同的发展道

路。以目前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来看，尽管其人均财富在增长、福利也在增

长，但劳动参与率在下降，劳动生产率在波动中勉强保持相对平稳，整体经

济发展处于低增长甚至零增长的状态，发展处于次要和附属的地位。在这一

背景下，开发性金融就分离出来，彰显了专门为发展而融资的独特之处。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因为有了区别才具有不同性质、不同特点。支持

发展是开发性金融的充分条件和根本特点——有发展才是开发性金融，而盈

利和生存是开发性金融的必要条件。开发性金融既要支持国家发展、服务国

15



【专 稿】

新金融评论/ New Finance Review

家战略，又要实现自身的盈利和生存，这两方面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是一

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总之，开发性金融能够自求生存和发展，是市场上有活力的主体，有别

于政策性、商业性金融，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属性，承担着国民经济发展的

重要使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向后看，传统开发性业务还有很大发展潜

力；向前看，高增长潜力附加值的科技、教育等优质资产以及医疗、住房、

养老等社会基础设施有待开发性金融去开拓。这样“一前一后”以及“一带

一路”的广阔发展空间，就是今后开发性金融谋求发展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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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velopment finance is a kind of finance supporting development, which is produced

after Keynesianism and beyond neo- liberalism, and is the product of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not only inherits the beneficial elements in the western thought,

but also forms the unique self- attribute in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practice cognition, which

makes it really distinguish from the policy and commercial finance. Under China’s new era,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not only see the potential of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business backward, but also see the basic weaknesses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forward, and at the same time shoulder the mission of fulfilling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 to

survive and develop in the vast blue sea of th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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