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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作为当今世界

经济发展两大核心问题的能源和金

融逐步由合作走向相互融合。事实

证明：能源金融的发展与国家发展、

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均密切相关；能

源金融中心可通过集聚金融市场、

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发挥能源投

融资、能源定价、能源金融产品开发

和能源金融风险管理等功能，促进

能源产业与金融业良性互动、协调

发展，进而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并将

上述功能辐射至周边地区。

2013年 9月，习近平主席提出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新疆

地缘优势突出，2014年 5月被中央

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借助天时、地利与人和，在新疆首

府———乌鲁木齐打造功能辐射整个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丝路能源金融

中心”，通过集聚丝路更多的能源、

金融和交通等资源，必将为丝路实

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能源、金

融和交通保障。实践经验表明，一个

城市或地区若要建设能源金融中

心，必须具备能源资源、地理位置、

金融市场和经济实力等一方面或多

方面的优势。因此，新疆应参照上述

标准来加快推进丝路能源金融中心

建设。

一、新疆建设丝路能源金融

中心的现实基础

（一）能源优势

新疆矿产种类全、储量大，拥有

的能源矿产主要包括煤、石油、天然

气、油页岩和铀 5种，其中天然气、

石油和煤是新疆最具优势的矿产资

源。新疆是我国陆地石油最有远景

的地区之一，拥有准噶尔、塔里木、

吐鲁番—哈密三大油气沉积盆地，

约占中国陆地沉积面积的 1/4，沉

积面积大、成油地质条件好；其中塔

里木盆地是我国最大的含油气沉积

盆地，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储

量，是我国“西气东输”的起点。截止

2016年底，新疆各种能源资源产量

在全国排名均比较靠前。其中，天然

气产量在全国排名第三，石油产量

排名第四，原煤产量排名第五；发电

量总量虽然在全国排名第七，但由

风力和太阳能带来的发电量却都排

在全国第三的位置。相对于国内其

他省份而言，新疆具有绝对的能源

资源优势。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建设“国家大型油气生产加工

和储备基地、大型煤炭煤电煤化工

基地及大型风电基地”的契机，新疆

必将建成为国家能源资源陆上大通

道，为丝路沿线国家间能源贸易、能

源运输提供安全保障。

（二）区位优势

新疆位于亚欧大陆地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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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八国毗邻，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

通道，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

经之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中心

枢纽，丝绸之路经济带北线、中线和

南线均由此经过，地缘优势突出。

作为通往中亚的门户和丝绸之

路的交通枢纽，新疆备受中央政府

关注和支持，目前已形成以乌鲁木

齐为中心、以喀什经济特区、霍尔果

斯经济特区和阿拉山口综合保税区

为辅翼的经济发展格局，以 22个机

场、541公里高速公路、7条国道、

3009 公里铁路运输线和 A/B/C/D

线四条天然气管道为主骨架，形成

了横贯亚欧的现代航空、公路、铁

路、能源管道、通讯体系和现代的资

金流通体系，为实现与中亚、西亚及

国内各省份互联互通提供了便利。

（三）贸易优势

新疆与丝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

关系密切，为双方进一步拓展能源

贸易和能源金融合作奠定了扎实的

基础。

一方面，新疆对外进出口主要

面向丝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地

区。近五年来，新疆面向丝路沿线国

家的进出口总额在其当年外贸进出

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基本高达 70%

以上，2017年甚至高达 83.38%；其

中，与新疆接壤的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一直稳居在

前三的位置，同时，与俄罗斯和乌兹

别克斯坦两国间贸易往来开始呈现

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另一方面，根据新疆对中亚五

国的进出口总额和中国对中亚五国

的进出口总额来看，新疆在我国对

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中的贡献度较

高。有关报道显示，2018年，新疆与

俄罗斯进出口贸易额同期增长

37.5%；2019年前 4个月，新疆与乌

兹别克斯坦进出口贸易额同期增长

34.6%。可见，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

新疆在与丝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

五国的贸易往来方面占有绝对优

势。

二、新疆建设丝路能源金融

中心的制约因素

（一）经济基础薄弱

新疆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

从总量来看，虽然新疆地区 GDP逐

年都在增长，但直至 2017年才突破

万亿元大关，长期以来均排在全国

第 25或 26的位次；从年均增长率

来看，近年来，新疆地区经历了上

升、下降两个阶段，在全国的排名也

呈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特征。

虽然新疆地区 GDP水平仍然偏

低，但近几年新疆 GDP年均增长率

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

2014年，新疆年均增长率为 10%，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 3.6个百分点，在

全国排名第四。随着丝路建设的逐

步推进，加上向西开放、对口援疆政

策红利的双重作用，新疆地区经济

必将实现飞跃式发展。

（二）金融实力欠缺

中国金融中心指数（CFCI）和金

融相关比率（FIR）均显示，新疆地区

金融实力相对欠缺。目前，新疆还未

形成成熟、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国

内外金融机构数量均偏少、金融交

易规模偏小、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

功能也未能有效发挥。虽然新疆地

区金融实力与内地其他省份间差距

仍然比较明显，但自 2003年至今，

我国已与丝路沿线国家在双边本币

结算、双边货币互换、直接汇率机

制、双边跨境金融机构设置、双边跨

表 1 新疆外贸进出口分国别（地区）总额和占比情况

哈 10129534 36.61 5747889 29.21 5743248 31.97 9421246.51 45.6 8516398.04 42.56

吉 4097761 14.81 3237372 16.45 3878472 21.59 4204359.03 20.35 2874105.6 8.64

塔 2011635 7.27 1393077 7.08 1261423 7.02 1081814.5 5.24 923014.6 14.36

俄 2150895 7.77 938092 4.77 1194662 6.65 1206246.48 5.84 1728908.89 4.61

乌 764564 2.76 527256 2.68 309907 1.73 591609.301 2.86 774787.61 3.87

巴 318537 1.15 312545 1.59 257974 1.44 460191.18 2.23 253532.76 0.29

合计 20936404 75.67 13170734 66.93 12874725 71.67 17181796.5 83.38 15464884.2 77.29

丝路国家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总额

（千美元）

比重

（%）
总额

（千美元）

比重

（%）
总额

（千美元）

比重

（%）
总额

（千美元）

比重

（%）
总额

（千美元）

比重

（%）

数据来源：乌鲁木齐海关和Wind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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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新疆地区生产总

值（亿元）
位次

新疆地区生产总

值比上年增长(%)
位次

2009 4257.60 25 8.1 30

2010 5397.27 25 10.6 29

2011 6577.41 25 12.3 21

2012 7457.64 25 12 10

2013 8380.25 25 11 6

2014 9195.96 25 10 4

2015 9235.57 26 8.8 8

2016 9511.93 26 7.5 16

2017 10881.96 26 7.6 15

金融实践

境业务经营及多边金融合作等方面

均开展了积极尝试，与此同时中央

对新疆委以重任，给新疆金融业带

来历史性发展机遇。

（三）专业人才匮乏

建立能源金融中心的重要前提

之一是拥有国际化的金融核心人才

和相关专业人才。具体包括：懂得国

际惯例、熟悉 WTO游戏规则的金融

管理人才；拥有国际化执业资格的

注册会计师、精算师；能够熟练运用

外语直接工作的复合型高级人才

等。目前，新疆人才储备还远远不足

以应对能源金融中心建设对高层

次、复合型专业人才的需求。在新疆

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和

推进丝路能源金融中心建设的新时

代背景下，新型专业人才培养与引

进成为地方政府工作的当务之急。

三、新疆推进丝路能源金融

中心建设的策略

（一）丰富专业人才储备渠道

一方面，通过加大经费投入、加

强校企合作、拓展国际交流等措施

来提高本地高校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水平，为核心区建设储备复合型的

金融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各大金融

机构、能源企业应树立前瞻意识，与

政府、科研院所及相关国际组织联

手，为员工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和

平台，全面提高行业人员的综合业

务水平；再一方面，继续争取国家对

新疆地区人才引进的各种扶持政

策，采取人才引进、交流学习、挂职

锻炼等多种形式，吸引全国各地的

有志青年为支援新疆建设贡献自己

的聪明才智。

（二）打造一流能源交易中心

一方面，打造一流的能源现货

交易中心，以煤炭交易平台为突破

口，将能源现货物流和网络物流相

结合，搭建能源电子交易平台，为能

源现货交易提供便利的同时，力求

实现能源交易的货币多元化及交易

国家间的双边货币互换合作，逐步

降低石油美元的影响力，保障丝路

沿线国家的能源安全；另一方面，打

造一流的能源期货交易中心，依托

乌鲁木齐现有的期货交易市场和丝

路沿线国家丰富的能源储量，与作

为能源金融东部发展极的上海携手

形成遥相呼应的东、西部两大发展

极，并共同搭建一个不受伦敦、纽约

和欧美期货市场左右的丝路能源期

货交易市场，通过丝路能源期货市

场建设和能源金融衍生产品开发

等，逐步加大石油人民币的影响力，

进而争取人民币在国际能源市场定

价上的话语权。

（三）加快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一方面，在与丝路沿线国家开

展能源金融合作的过程中，作为丝

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应从计

价、结算、投资等多方面推进人民币

在丝路沿线国家的使用广度和深

度，为人民币国际化注入更多新的

活力；另一方面，加快亚投行和丝路

基金在新疆设立分支机构的步伐，

以人民币形式对丝路沿线国家的基

础设施项目、能源开发和金融合作

等进行股权投资、发放贷款或者发

行基金，增加离岸市场中人民币供

给、人民币跨境存款及人民币储备

的规模，依托实体经济加快人民币

走出去的步伐。随着人民币在海外

普遍使用，我国经济金融系统将与

世界联系更为紧密且更易遭受外部

冲击，因此，新疆在推进人民币区域

化的同时，还应加大防风险的力度、

提高防风险的水平。

（四）强化能源金融产业融合

明确能源和金融两大产业的关

联机理，继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推动

两大产业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一方

面，通过多样化投融资工具的开发，

加大金融业对能源产业的支持力

度，引导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进行

调整，实现能源产业可持续发展；另

一方面，在保证传统能源优势的基

础上，加快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

产业，充分发挥能源产业对金融业

世界话语权的支撑作用，不断提高

我国金融市场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影

响力，为倡导丝路建设打造更为坚

实的基础。▲

表 2 2009-2017年新疆 GDP情况表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