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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实践

当前，区块链(Blockchain)技

术日益受到各个行业的重视。从本

质来看，区块链是一个共享数据

库，将数据分布存储，通过加密算

法，进而实现数据的安全存储，使

其不可篡改和伪造，这一特征为金

融领域带来了技术福音，并加快了

金融技术改革的步伐。作为四大国

有银行之一，长期以来中国建设银

行始终注重金融技术的应用和创

新。随着区块链技术在金融领域的

应用，中国建设银行便不断探索将

其应用于各项业务中，并率先实现

在国际保理领域应用区块链技术。

2018年 1月 8日，首笔应用区块

链技术的国际保理业务在建设银

行得到成功交易。建设银行也成

为我国首家在国际保理领域应用

区块链技术的商业银行，同时也

在银行业开创了由客户、保理行等

直接参与的“保理区块链生态圈

（Fablock Eco）”的建设。这也成为

建行打造“区块链 +贸易金融”过

程中一个重要里程碑。本文以中

国建设银行为例，探讨区块链技

术在商业银行国际保理业务中应

用的原理及效果。

一、中国建设银行国际保

理业务的流程

在进出口贸易中，国际保理是

一项常见的金融服务。从本质来

看，国际保理业务是一种赊销方

式。通过出口商和保理机构签订

协议，由保理商为出口商进出口

贸易承担账款融资，并提供催收

应收账款、担保坏账等服务。一般

商业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担任保理

商。

中国建设银行出口国际保理

业务的具体操作流程如图 1所示。

第一，出口商根据自身的货物情

况、目标市场选择合适的进口商，

与进口商进行贸易谈判，达成一

致并签订贸易合同，这是出口国

际保理业务办理的前提；第二，为

确保账款的安全和及时，出口商

选择中国建设银行办理出口国际

保理业务，要求其对进口商的信

用额度进行核查。中国建设银行

基于进口商的实际情况，与所在

国的进口保理商进行联系和合

作，并对进口商的资信情况进行调

查；第三，中国建设银行在收到进

口保理商的信用核查回复后，中

国建设银行将核查结果传递给出

口商。若资信情况核查通过，进出

口双方又达成一致，签订了销售合

同，那么出口商与中国建设银行开

始签订出口国际保理协议；第四，

按照销售合同内容，出口商将货

物商品发给进口商，商品发货后，

货运提单正本由出口商转寄给中

国建设银行，此时中国建设银行

基于贸易融资的方式下开始进行

融资。中国建设银行依据出口商

申请额度的大小，按照相应比例为

出口商融资，融资比例一般为销售

合同金额的 80%；第五，在货物运

出之后，在临近付款日期时，进口

商会接到进口保理商的付款通

知。进口商付款之后，进口保理商

会扣除相应费用，然后将全部余额

转付给中国建设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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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建设银行开展出

口国际保理业务的风险和弊端

随着我国国家战略的调整和

对外经济发展规模不断壮大，中国

建设银行也以此为契机，开发了多

个金融业务，如国际保理、出口托

收贷款等。经过近年来的不断完

善，国际保理产品体系已经建成。

截止 2017年，国际保理业务中资

金规模已达 2000亿人民币，位居

行业第一。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

建设银行传统出口国际保理业务

的开展一直存在以下风险和弊端：

（一）存在信用风险

由于出口国际保理业务是基

于真实交易而进行的，中国建设银

行为避免因进、出口商相互勾连而

进行虚假交易，造成融资流失，所

以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进行国际贸易交易信息的查询和

验证，这包括对出口商的信用信

息、贸易合同的有效性、交易真实

性等等，需要建设银行信贷部门开

展大量的调研工作，这也导致建设

银行出口国际保理业务的运营成

本长期居高不下。此外，除了对出

口商调查外，由于无法对国外的进

口商的信用状况进行调查，一旦遇

到具有不良信用记录的进口商，则

可能产生货款无法到账的情况。

（二）电子票据信息传递存在

数据丢失风险

国际保理业务中常常需要传

递各项电子商业票据。根据我国对

国际保理业务的规定，所有商业银

行开展国际保理业务的电子票据，

都首先要经过央行的电子商业汇

票系统做交互验证。这一规定是为

了确保电子票据的真实性和安全

性。然而，作为中心系统，一旦央行

的电子商业汇票系统遭到黑客攻

击或者崩溃，那么所存储的数据信

息则可能丢失，也将会对国际保理

业务中的现金流的计算和支付速

度造成阻碍。对于建设银行来说，

其出口国际保理业务也同样存在

此类风险，一旦央行的电子商业汇

票系统被攻击，就可能导致相关电

子票据信息的丢失。

（三）业务效率低下

中国建设银行传统的国际保

理业务长期以来效率一直较低，这

是因为：第一，报文传输繁琐。在实

际的业务中，并非所有的保理商都

是国际保理会员，所以 EDI系统常

常难以使用，而中国建设银行在业

务开展中又常常需要进行信息交

流和沟通，由此导致双方之间的交

流沟通间隔时间长，客户体验较

差。第二，纸质作业。受技术条件限

制以及长期以来的业务模式影响，

在国际保理业务中大量的票据都

是通过纸质方式进行邮寄，往来时

间长且安全性难以保障，导致业务

效率难以提升。

（四）运营成本高

如前文所述，由于出口国际保

理融资需要对出口商、进口商等供

应链多个参与主体的信用情况进

行调研和核查，同时国际保理业务

又涉及大量的纸质作业，这也导致

业务开展时人工成本较高。因此，

中国建设银行出口国际保理业务

的运营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大约每

单出口国际保理业务的运营成本

为 100美元。

三、中国建设银行国际保

理区块链的应用原理

中国建设银行出口国际保理

业务分为出口保理融资和出口保

理服务两大功能，以下分别对这两

大功能中区块链技术的运用原理

作一探讨。

（一）出口保理融资中区块链

技术的应用

在出口保理业务中，最为核心

的当属融资功能。根据操作流程，

出口融资分为三阶段，即融资前、

融资中和融资后，各阶段对应的功

能和环节互相独立。

第一，融资前阶段。在进行融

图 1 中国建设银行国际保理业务的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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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之前，各项资料都需要进行收

集、整理，对出口商、进口商进行调

查，以及对供应链各参与主体企业

进行调查，收集保理融资所需的数

据信息。区块链技术的应用，为建

行保理融资数据的收集提供了技

术支持。建设银行为保障各项数据

资料的充分收集和完善，对出口国

际保理中所涉及的上下游企业和

保理业务有关的各类市场主体，均

接入到区块链中，如物流企业、商

业银行等，此外税务部门、电力部

门等与社会信用有关联的部门系

统也被接入到区块链中，从而保障

对数据进行完整、持续的采集；国

际贸易供应链中上下游企业的各

项数据由企业的计算机系统、生产

设备等予以提供；对于供应链内部

的系统数据，也将上传至区块链

中，如电商平台数据、物联网数据、

物流运输数据等。此外，应收账款、

各类票据、关键数据、电子合同、发

票等重要的数据信息也将通过区

块链系统收集。通过对这些数据的

收集和整合，一份完整的出口保理

业务的数据记录即可获得，以供审

查和验证；在区块链系统中，业务

审核人员通过时间戳便可对数据

的信息主体进行验证，查看主体状

态是否合法，并对主体的信用情况

进行评估，以确保符合保理融资的

要求。

第二，融资中阶段。在这一阶

段，中国建设银行将对贷前阶段收

集的各项数据都将有进行评估和

审核，只有满足放款条件的，才能

发放贷款。在评估和审核过程中，

影响通过条件的因素主要有买卖

双方的信用情况、过往交易信息、

各类票据数据以及应收账款数目

等。在这一阶段，区块链技术极大

地提高了数据审核的速度，也确保

了审核过程中数据的正确率。通过

审查出口商和进口商信用，结合审

查情况，中国建设银行做出最终的

保理融资决策，并根据申请额度和

资信状况，来最终确定融资额度。

当货物或服务交付后，出口商出具

发票，并将发票有关的副本文件等

提交给建设银行。建设银行在此过

程中对票据、文件等进行核查，向

出口商交付融资款项。对贷款条件

审核过程中，根据内置程序，结合

有关条件，可由智能合约自动处理

和确定放款金额。

第三，融资后阶段。融资后阶

段是中国建设银行向出口商交付

贷款资金后，直至进口商完成还款

的时期。在此期间，中国建设银行

需要对融资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

追踪和管理。在区块链技术引入

前，对资金的使用情况的跟踪都依

靠人工跟进处理。随着区块链技术

的应用，区块链系统可以对保理融

资的资金使用进行动态持续的检

查和跟进，以便随时掌握账户的变

动情况和资金的使用情况，同时对

进、出口商的资金和财务情况进行

监控，监测的各项数据都将形成报

告，定期存储到银行系统的信贷档

案中；此外，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

下，中国建设银行可根据实际进行

程序编写，可以在临近还款日时，

向进口商催收应付账款。区块链技

术中的智能合约使出口保理业务

中的自动化清算、账款信息实时显

示、资金转移等都成为了可实时监

测的对象，极大地保障了回款的可

靠性和安全性。

（二）出口保理服务中区块链

技术的应用

除了出口保理融资中应用区

块链之外，中国建设银行在出口保

理服务中也应用了区块链技术。区

块链技术的引进，极大地提升了建

设银行出口保理服务的管理能力

和水平。一是在区块链技术的支持

下，进口商资信状况等可进行更高

效率的审查和评估；二是区块链的

可编程性，能够对账款的账户进行

分类管理，一旦资金转账等变化

时，自动进行时间戳和主体标示等

的信息加注，以帮助系统对资金交

易进行清算和对账，并按照预先输

入的程序对集中度限额进行监视

和主动提醒，按照风险评估的高

低，将账户进行分散，尽可能地降

低应收账款风险。若出现进口商违

约，系统中的智能合约就按照程序

设定自觉执行预设措施，对进口商

发送催收信息和自动启动催收程

序。同时，进口商的资信情况也将

在区块链中可以实时动态监测，在

合适的时机对进口商实施破产清

算保护。

四、中国建设银行国际保

理业务应用区块链技术后的效

果分析

截止 2018年底，已有 20多家

境内外机构参与到了中国建设银

行开展的国际保理区块链业务中

来，业务交易量累计已达 16亿元。

通过应用国际保理区块链，中国建

设银行在开展出口国际保理业务

时，在以下一些方面得到了提升和

改进：

（一）降低了保理融资的信用

风险

在以往开展传统国际保理业

务时，中国建设银行需要对出口商

的各类数据进行收集和研判，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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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是否符合保理融资条件，但这一

过程依然存在风险。区块链技术的

应用，中国建设银行降低了保理融

资的信用风险。这是因为：

第一，交易信息安全性高，数

据验证更便捷。基于区块链数据的

不可篡改性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国

际保理区块链中每一节点均能够

自动实现数据的安全交换，且每一

次数据变动所涉及的时间、当事

人、具体金额以及货物状况等都将

按照次序被记录下来，实现安全、

可靠的数据记录，且这一记录数据

不可更改，除非同时对 51%的节点

予以控制，但控制 51%的节点基本

不可能实现。由此，各区块相互连

接，构成区块链，成为分布式数据

库，账本信息被存储在每一个节点

中。因此，交易信息的真实性便比

较容易验证。

第二，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资

信情况更易评估。随着区块链技术

的应用，供应链中各参与方、金融

机构、保理机构、监管机构等所涉

企业数据也将上传至区块链中，信

用评级和供应商的评估数据将被

保存、储存在区块中，这使征信系

统中企业数据得到极大补充。在征

信系统中，可以较为容易地查询企

业资信信息，很容易找到企业失信

的信息。例如: 进口商逾期仍不付

款，这一行为将被记录下来并上传

至区块链中，进行全网广播，由此

也会触动其信用评级的下调。通过

区块链系统，中国建设银行不仅可

以获取出口商的信息，还能准确了

解出口商在产业链中的具体信息，

以便对其资信情况进行审查。中国

建设银行可以通过区块链数据库

实时访问，了解出口国际保理业务

的参与者的信用状况，以便为出口

保理融资提供依据。

（二）提升了电子票据信息传

递的速度和安全性

电子票据在过去存在被篡改

数据的可能性，但区块链技术下，

电子票据的安全性将得到保障，作

为一种安全、智能的全新票据形

式，在国际保理业务中，所有信息

都将更新和保存至区块链中，包括

合同信息、物流信息等，再附上时

间戳，在全网进行广播并实现分布

式存储，也就从根本上为每一笔资

金的使用时间和用途做了记录，从

而确保金融和监管机构能够对票

据和资金流向做出实时跟踪和监

控，预防资金挪为他用等情况的发

生。此外，基于区块链技术去中心

化的特征，票据的处理不再需要进

行央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的验证，

这也减少了由于黑客攻击央行电

子商业汇票系统带来的数据丢失

的风险。因此，区块链技术的应用

提升了出口国际保理业务中电子

票据传输的速度和安全性。

（三）提升了业务的效率

通过应用区块链技术，中国建

设银行提高了出口国际保理业务

的效率，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利用区块链技术，中国建设银

行实现了纸质信息向数字化方向

的转变，各参与方（进、出口商，保

理机构等）以及监管机构都可以实

现数据的实时共享，并按照规定时

间，完成资金的支付，减少了收集、

核验、评估信息等业务耗费的时

间，从而提高交易的效率。第二，可

以提供 7*24小时服务。由于区块

链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以往国际保

理业务纸质化的作业程序，中国建

设银行可以为出口商提供 7*24小

时服务，这也大大提高了业务的效

率。

（四）降低了业务的成本

从前文可知，通过区块链技术

的应用，中国建设银行不仅可以较

为便利地验证交易的真实性和评

估供应链参与者的信用状况，而且

把交易处理变为了自动化运行，基

于程序的辅助，使得处理单据业务

的人工成本得以降低。此外，对进

口保理商、出口商和进口商来说，

智能合约的使用，改变了传统纸质

合同传送成本高的缺点，这也降低

了业务的成本。按照中国建设银行

披露的 2018年年报数据，可以发

现在区块链技术应用后，单笔国际

保理交易成本下降了 90美元，仅

为 10美元，跨境支付成本降低了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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