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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以

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不断加大对沿线各国的

投资及出口。然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民族

及宗教纷争突出、政局也不太稳

定，导致不少国家依然是处于主权

信用等级的高风险区域，加大了中

国企业贸易投资的风险。出口信

用保险服务作为政策性保险体

系，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发挥其保

险屏障作用，为中国企业开拓沿线

国家市场提供支持，以此来降低中

国企业的贸易投资风险。虽然出

口信用保险服务在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中有着巨大机遇，同样也

存在不少问题，亟待政策和资金支

持，不断提升其海外代位追偿能

力。

一、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是以推进基

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依托，通过完

善区域范围的基础设施，在各国政

策互通以及基建互通的基础上进

一步拓展和挖掘沿线统一的市场

潜力，进而扩大区域范围内的贸

易投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提供的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是 WTO

认可的政策性保险服务，经过多

年的发展，中国信保提供的出口

信用保险服务涵盖了各类短期、中

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以及海外投资

保险、与出口贸易相关的保险。

“一带一路”建设创造出巨大的空

间市场，吸引了中国企业在沿线区

域范围开展贸易、投资业务，进而

给中国信保公司出口信用保险服

务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一）“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潜

力巨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到 85

个，总人口超过了 44亿人，占到了

全球人口的 60%，经济总量达到 22

万亿元，接近全球经济总量的

30%。如此庞大的人口与相对较小

的经济体量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反

差，由此也说明当前沿线各国的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参与全球化

的程度不深，关税及非关税壁垒

较高。正是如此，通过“一带一路”

建设来推进各国的互联互通，努力

降低贸易壁垒，一旦打通了贸易壁

垒，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必然会构

成一个巨大的统一市场体系。贸

易畅通一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点内容，通过打造共同的自由

贸易网络，降低各国的贸易投资壁

垒，不断提升贸易便利化及自由化

水平，进而释放各国的市场活力。

2013-2019年，中国加大了对各国

的投资，不断推进与沿线各国的

贸易便利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

成效。在这 6年多时间内，中国与

沿线各国的货物贸易额达到了

8.56万亿美元，贸易规模不断扩

大。同时，沿线国家的产业结构比

较单一，资源禀赋各不相同，经济

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贸易结构也

比较单一，容易受到全球经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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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影响。由此，中国企业与沿线

国家在贸易过程中的风险也比较

大，与不同的国家开展经贸合作有

不同的压力，此时就需要发挥出口

信用保险服务的作用，为出口信用

保险服务带来了发展机遇。

（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

设投资需求大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点方向，在相互尊

重主权及国家安全的基础上，中

国企业近些年来不断加大对沿线

国家的交通、通讯、电力等领域的

投资，旨在为沿线国家打造一个

全方位、立体式、复合型的基础设

施网络。按照 2019年世界银行发

布的《全球基础设施绩效指数评估

报告》显示，道路质量、电力供应、

固定电话安装率、移动通信渗透率

等四类指标排名，沿线国家排在第

70 位之外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58.96%、60.23%、32.15%和 36.39%。

落后的基础设施现状亟待大量的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世界银行的

报告还预计，沿线各国的基础设

施建设资金每年大约需要 1 万亿

美元。除了沿线各国政府、国际金

融组织、商业金融机构的融资之

外，依然有大量的资金缺口，亟待

外国企业资本的进入。实际上，沿

线大部分国家经济落后，贫困人口

多，公共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

入力度比较有限，这给中国企业的

投资提供了机遇。2013-2019年，

中国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

存量超过了 1300亿美元，在沿线

国家工程承包的营业额达到了

4898亿美元。然而沿线国家地缘

政治复杂，金融市场不健全，政治

经济风险普遍较高，加上基础设

施建设周期长、资金回笼慢，中国

企业必将面临高成本、高风险、低

收益的局面，需要更多的信用保

险投保需求，这就给出口信用保

险服务带来了机遇。

二、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在

“一带一路”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保险服务渗透率较低

就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渗透

率而言（出口信用保险承保额占

出口及投资总额的比例），中国信

保公司的出口信用保险渗透率是

逐年上升的，2012 年的渗透率仅

为 0.85%，这一数据到 2019年已

经达到了 25.14%，虽然与美国、日

本 50%和 48%的渗透率相比，依然

存在较大差距，但中国出口信用保

险服务渗透率基本上达到了发达

国家的平均水平。在中国出口信

用保险服务渗透率不断提高的过

程中，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对“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业务渗

透率较低。从 2013年以来，出口信

用保险服务的承保额不断提高，渗

透率有所上升，但到 2015年之后

又不断下降，到 2019年渗透率下

降到 13.68%。但同期，中国企业对

沿线国家的出口和投资不断攀升，

由此说明很多出口及投资业务并

没有投保，加大了出口及投资风

险。2019年数据显示，中国信保公

司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为沿线国家

提供的业务承保额仅为 1541.34

亿美元，远远低于出口信用保险

服务对其他地区出口、投资业务的

承保额。可见，风险更高的“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业务应该有更多

的投保需求，但现实的渗透率却

较低，这无疑会加剧了我国企业在

这些国家贸易投资的风险。

（二）保险业务的赔付率较高

为了降低经营风险，中国信保

公司针对中国企业出口及投资业

务制定了差异化的投保政策，然

而沿线各国普遍较高的政治经济

风险造成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承

保业务的赔付率较高，相应的追偿

收入较低。中国信保公司的年度报

告显示，从 2015 到 2019 年，中国

信保公司的赔付额从 13.4亿美元

飙升到 22.8亿美元，增长率达到

了 70.14%，高出中国信保公司承保

业务额的增长率，而同期的追偿收

入却从 3.92 亿美元下降到 2.28

亿美元，降幅达到了 41.8%，追偿收

入占赔付额的比重也不断下降。特

别是 2019年，中国信保公司对沿

线国家的赔付额为 7.58亿美元，

占到了中国信保公司承保赔付总

额的 36.84%，但这一年的追偿收入

仅为 0.91亿美元，占追偿收入总

额的 31.59%。较低的投保率、较高

的赔付额以及较低的收入追偿率，

使得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在承保沿

线国家业务时风险过高。

（三）海外投资保险对投资促

进效果有限

海外投资保险是出口信用保

险服务的基本类型，中国信保公

司海外投资保险承保额在 2014年

为 358.4亿美元，到 2019年承保

额上升到 614.24亿美元，在出口

信用保险承保总额的中的比重也

有 8.1%上升到 10.23%，为中国企

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起到了一定

的促进作用。中国企业 2014年对

外投资总额为 1029 亿美元，到

2019 年对外投资总额上升到

1243.93亿美元，比 2018年略有

下降。但在这种情况下，对沿线国

家的投资额也呈现出一定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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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由 2014年的 137亿美元上

升到 2019 年的 150.4 亿美元，但

与 2018年相比下降了 4.25%。相

应地，对沿线国家投资的承保率

也从 2014年的 24.5%上升到 2019

年 33.8%，比 2018年下降了 0.3%，

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企业的

利益。但总体看，面对沿线如此巨

大的投资机遇，中国对沿线国家的

投资流量并未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不仅如此在 2016年甚至出现了一

定程度的下降。这其中，与国家对

企业对外投资管控严格有关，导致

企业投资趋于理性，同时也可以看

到海外投资保险的促进效果不太

明显。

（四）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保险

产品较少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重大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

工程项目主要是由大型国有企业

来承担，这些企业一方面是自身的

抗风险能力较强，另一方面投保能

力也比较强。但同时也应该看到，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进

入沿线国家贸易投资的中小企业

也越来越多。由于这些企业投资

经验不足，抗击风险的能力不强，

难以应对复杂多变沿线国家市

场，一旦遭遇风险就可能会造成

严重的经济损失。商务部国际贸

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显示，中

国出口企业的坏账率为 5-8%，损

失率是发达国家的 10倍以上，每

年损失额接近 400亿美元，其中中

小企业损失额接近一半。中国信

保公司近些年推出的适用于中小

企业的“政保险”、“信保险”在一

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的贸易

投资风险，2019 年覆盖各类中小

企业达到了 2.54万家，其中有一

半的企业有“一带一路”沿线的贸

易及投资业务，帮助这些中小企

业先决赔付款达到 0.91 亿美元。

但是这些保险产品品种相对单一，

而且保费较高，制约了中小企业投

保的积极性。

（五）出口信用保险服务资源

覆盖不均衡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在国

内的发展不够均衡，2019 年中国

信保公司在国内的保险渗透率约

为 25.14%，但各省市的渗透率差

异较大，如北京、湖北、上海等地

的渗透率超过 50%，大部分地区的

渗透率维持在 20-25%之间，西北

省份的渗透率在 10%以下，西藏地

区为零。总体而言，出口信用保险

服务在中西部地区的渗透率偏低，

但“一带一路”的很多节点城市均

位于中西部地区，正是因为保险

服务分布不均衡，在很大程度上

制约了中西部地区企业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的能力和动力。当前中

国信保公司 20家分公司和 6个直

属营业部基本上集中在东中部地

区，而这些地区企业的对外投资

额、出口额占到了中国对外贸易投

资总额的 60%，这种不对称的状况

造成了部分地区资源过剩，部分

地区资源短缺。在境外的服务网

点设置也存在较大的不均衡，尽在

伦敦、纽约、东京等大城市设立了

办事处，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没有任何服务网点，难以直接

为当地的中资企业提供服务。

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参

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策略建议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创新

沿线国家保险业务模式

与全球其他地区相比，“一带

一路”沿线区域贸易投资环境更加

恶劣，中国企业在经营中面临的各

类风险也比较高，这就需要中国信

保公司在针对沿线国家业务承保

的时候，要不断开拓创新，创新出

新的险种及保险模式。但是，自从

1989年我国推出出口信用保险服

务以来，至今没有针对出口信用保

险服务出台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

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很多内容在

法律上是处于空白状态。尽管《保

险法》可以作为多类保险业务的法

律规范，各类保险险种及经营模式

设计均可以参考，但出口信用保险

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保险，是特殊的

政策性保险服务，其主要承保海外

风险，风险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更加

突出。因此亟待专门的法律法规对

其业务范围、险种类型、赔付方式、

追偿模式、费率等内容进行规范，

并且要为其在不同的风险环境下

开展业务创新提供法律支持。世界

上出口信用保险服务比较发达的

国家，如日本和英国均制定了专门

的法律，日本有《海外贸易投资保

险法》、英国有《出口担保及投资

法》。

中国信保公司在沿线针对沿

线国家业务开展出口信用保险服

务，需要根据沿线国家特殊的经

济、政治环境创新其具体的险种及

承保方式，提高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对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业务的覆盖

率。当前英国、日本、韩国等国家

的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中有恐怖主

义险等险种，中国信保公司的《投

保指南》中列举的政治险险种有

征收险、汇兑险、政府违约险、战

争险、暴乱险等，但并无恐怖主义

险。事实上，对在沿线国家开展贸

金融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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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投资的中国企业而言，特别是随

着投资的范围及规模的扩大，政治

风险往往超过经济风险，恐怖主义

在沿线国家时有发生，因此中国信

保公司的出口信用保险可以增加

这类险种。还比如，中国信保公司

的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中并无财产

险、人身安全险等商业险种，如果

企业想在投保出口信用保险中同

时为企业员工附带投保此类险

种，只能是通过一般商业保险公司

来办理。这样不仅程序繁琐，还会

增加投保成本。基于此，可以借鉴

日本等国家的做法，可以将一般的

商业保险作为出口信用保险的附

加险种，提供多种险种组合供投

保企业选择。

（二）推进双边投资协定商签

及修订，提升中国信保公司的代

位追偿能力

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政治、经济风险较高，中国企业的

投资可能会遭遇较大的损失。我

国的《保险法》并没有涉及到海外

投资保险问题，中国企业在投资

过程中遭到风险后，如果通过东

道国的法律无法获得救济的时

候，中国信保公司就只能是先行

赔付然后代位求偿。但中国信保

公司在承保的时候要求中国企业

投资项目既要符合中国外贸、产业

等方面的政策，还要符合东道国的

法律规定，并获得相关的许可审

批。这种承保的模式不是以与东

道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为前提

的单边模式。这种单边模式的代

位求偿权很难获得双边投资协定

这类条约法的认可，不仅造成当

前中国与沿线国家签署的双边投

资协定流于形式，而且导致代位

追偿的成功率大大降低，无疑增加

了中国信保公司的经营风险。在

单边模式下的代位追偿一旦不成

功，只能是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

果要通过国际仲裁解决，因为双

边条约对此没有予以认可，可能

会造成仲裁主体不适格问题。

从当前中国信保公司追偿收

入与先行赔付款两者之间的比例

看，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中国信保公司的追偿收入占先行

赔付款的比重不断下降。因此要

从法律上保证中国信保公司的代

位追偿权，就必须要推进双边投

资协定的商签或修改。沿线国家

没有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协定

的，中国政府要加大商谈力度，尽

快签订并在协定中明确中国信保

公司的代位追偿权及行使方式；已

经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如果协

定没有规定代位追偿权的，应该通

过谈判加以修订。只有在双边投

资协定这类条约法中确立了中国

信保公司的代位追偿权，才能够

提升中国信保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才能够更好地为中国企业提供

保险服务。

（三）加大国家财政支持力度，

提升中国信保公司承保沿线国家

业务的能力

出口信用保险属于非营利性

的政策性保险，与一般的商业保

险存在较大的不同，其风险准备

金主要是来自于国家财政预算。

受制于我国的公共财政能力，与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出口信用保

险保费费率较高。此外，还因中国

信保公司制定了差异化的投保政

策，按照贸易投资业务开展国家

的风险等级不同，设置了差异化

的保费费率，风险高国家的贸易

投资业务承保费率要高于低风险

地区。正是因为费率过高，在很大

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投保的积

极性。无论是中国信保公司的资

产规模与承保规模之间的比例，

还是保险准备金规模与承保规模

的比例均出现较大的失衡，中国信

保的出口信用保险服务能力不足。

中国信保公司的资产规模只

占其承保规模的 5%，根源就在于出

口信用保险的风险准备金不足，

2019年的风险准备金只有 206亿

美元，但其承保金额达到了 5750

亿美元，远低于国际出口信用保险

行业规定的 5%的准备金标准。而

“一带一路”国家大多数是属于中

高风险地区，要扩大出口信用保险

的覆盖范围，我国政府必须要加大

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准备金投入，

建立风险准备金补充机制，通过公

共财政支持凸显出口信用保险的

政策性和非营利性，这样有助于中

国信保公司降低保险费率，提升中

国企业投保积极性，进而更好地降

低企业贸易投资风险，最终提升中

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风险抵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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