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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标准银行 (ICBC Standard Bank)

2015 年 2 月，中国工商银行(ICBC)在收购了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 Plc）60%股权的基础上成立了工银标准银行有限公

司。工银标准银行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与商品交易中均居于领先地位，得益于其与众不同的中非股权结

构、无可匹敌的全球性网络与金融专业资质。工商银行集团致力于将工银标准打造成独具优势的海外交易业务战略平台。 

工银标准银行专注于全球商品、固定收益、货币汇率和股票等交易领域业务，在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全球市场产品需求的

同时，也能帮助客户分散其非洲市场风险。 

工银标准银行总部位于伦敦，全球业务及办公地点遍及迪拜、香港、上海、新加坡、纽约和东京。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icbcstandard.com 

牛津经济研究院 (Oxford Economics) 

牛津经济研究院成立于 1981 年，是一所与牛津大学商学院共同开办的商业合资研究院，目的是向英国公司以及向海外扩张

的金融机构提供经济预测和模型。成立以来，该研究院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化独立咨询公司之一，就 200 个国家、 

100 个行业和 3,000 多个城市提供报告、预测和分析工具。我们拥有全球一流的经济和产业模型及分析工具，这让牛津经

济研究院拥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能力，可以预测外部市场趋势，并评估其经济、社会和商业影响。 

牛津经济研究院的总部位于英国牛津，在伦敦、纽约和新加坡设立了区域中心，在贝尔法斯特、芝加哥、迪拜、迈阿密、

米兰、巴黎、费城、旧金山和华盛顿特区等全球各大城市拥有办事处。其拥有 230 多名全职员工，包括 150 多位专业的经

济学家、行业专家和商业编辑，组成了最大的宏观经济学家和思想领导力专家团队之一。从经济模型、情景设计和经济影

响分析，到市场调查、案例研究、专家小组和网络分析，牛津经济研究院的全球团队拥有各类高超的研究技巧和思想领导

力。该研究院全球投稿人网络拥有 500 多名经济学家、分析师和新闻工作者，这为其自身的专长提供了支撑。 

对于企业、金融和政府决策者以及思想领袖而言，牛津经济研究院是一家重要的咨询机构。目前，其全球客户群由 1000多

家国际组织组成，包括业内领先的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重要的政府机构和贸易协会，以及顶尖大学、咨询机构和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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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另有说明并在注释中援引，否则表格和图表中的所有数据均为牛津经济研究院自身的数据，且版权属于牛津经济研究

院有限公司 (© Oxford Economics Ltd)。

本报告为工银标准银行的机密研报，故未经工银标准银行事先书面批准，不得刊发或分发。 

本报告中所提出的模型和结果均基于第三方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牛津经济研究院信赖这些数据信息真实可靠，并在此基础

上编制相关报告和预测。任何后续数据修正或更新举措，均会对分析评估及模型预测构成一定影响。 

英语原本报告的中文全文翻译件将于近期发布。如欲进一步探讨本报告，请联系： 

Gary Licht: gary.licht@icbcstandard.com Helena Huang: helena.huang@icbcstandard.com 
ICBC Standard Bank Plc ICBC Standard Bank Plc 
20 Gresham street, London, EC2V 7JE, UK 20 Gresham street, London, EC2V 7JE, UK 
Tel: +44 203 145 6704 Tel: +44 203 145 6511 

本报告中涉及“我们”、“我们的”等指代用词，均为工银标准银行与牛津经济研究院并列指代。另注，本报告为英语原

本的中文翻译件，谨供读者参考，文意如与英语原文有歧义，概以英文原本为准。

2 

http://www.icbcstandard.com/
mailto:gary.licht@icbcstandard.com
mailto:helena.huang@icbcstandard.com


ICBC Standard Bank | 一带一路经济稳健指数  

报告摘要 

中国政府推行的“一带一路”(B&R) 倡议旨在对古代丝绸之路和

海上丝绸之路地区的互联互通和贸易关系作出重要贡献。“一带

一路”倡议重点是对古代丝绸贸易之路的沿线交通枢纽进行大幅

改善，因此也被一些评论家称为现代版“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其目前已获公布的规模庞大的总体投资具有变革性影响，

而这毫无疑问也将为（各国）企业带来巨大的利益。   

“一带一路”倡议恢弘庞大，但实施起来却相当复杂。无论从市

场成熟度和金融发展水平，还是从政治体制或制度结构所决定的

基本面来看，“一带一路”(B&R) 地区的各个经济体都存在着较

大差异。对于希望藉由“一带一路”倡议把握增长和发展机会的

投资者而言，上述差异必然会带来一定挑战。  

我们的经济稳健指数旨在建立一个标准化的综合监控体系，帮助

投资者有效应对“一带一路”地区的复杂情况。鉴于“一带一路”

地区日益受到各界关注，经济稳健指数将为投资者的知情决策提

供及时且宝贵的资讯。该指数将一系列原始数据提炼成单一指数

数据，并从宏观经济表现以及经济和政治风险两方面汇集成每个

国家的经济稳健水平。 

在我们的首份经济稳健指数中，阿联酋位居排名榜首，中国则紧

随其后。阿联酋的相对优势在于其基础设施高度发达，税务和监

管环境极为良好，且政治风险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中国的

竞争优势则来自于其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坚实的长期增长前景，同

时其良好的金融和实体基础设施对此也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 

经济稳健指数排名靠后的国家名单却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而这

些国家的一个共通之处往往涉及历史遗留性冲突问题、或是在近

期仍受困于持续的动乱之中。在我们的指数排名表中，叙利亚仅

次于饱受长期内战之苦的也门之后。就经济稳健度而言，叙利亚

和也门以及东帝汶的表现则明显远远落后于其他“一带一路”国

家。  

总体而言，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指数得分普遍较高，然而该关联度

颇为复杂，且高收入不是得分较高的主要原因。国家或地区投资

环境（包括税务和监管制度以及基础设施和金融体系的质量）以

及政治风险两大因素是影响得分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人

均 GDP 与当前、近期和长期的增长前景之间则存在着一种负面

联系，熟度较低的经济体蕴含更大的潜力以享受赶超式增长的硕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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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经济稳健指数有助于发现宏观经济表现出类拔萃、（投资）

弊端相对较少的市场。除中国和阿联酋外，此类市场还包括诸如

以色列、爱沙尼亚和新加坡等高收入、高经济活力的经济体。另

一方面，不丹和老挝则值得风险偏好度较高投资者的关注。这两

个市场均已实现并有潜力持续其经济高增长趋势，但其背后也隐

含较大风险。  

我们的经济稳健指数可作为一项（分析）工具，针对“一带一路”

内不同区域进行比较分析。中东欧 (CEE) 地区以及东亚地区是两

大包含最多经济稳健指数高分国家（“一带一路”）的区域。中

东欧 (CEE) 各经济体具备良好的投资氛围与较低的政治风险水平，

而东亚各经济体则往往能展现出相对较有活力的经济增长前景。

另一方面，中东北非 (MENA) 地区各国目前的表现则较为艰难，

主要受累于长期低迷的油价以及近期加剧当地政治风险并破坏经

济增长势头紧张的地缘政治局势。 

我们的经济稳健指数使用最新的数据来确定各类新兴趋势。举例

来说，该指数显示“一带一路”地区内主要油气 (O&G) 出产国

的宏观经济表现均有所下滑。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些经济体的

平均指数得分则远低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这进一步反映出

油价低迷的原因是强制性财政紧缩对国内需求造成的影响。 

回顾过去， 我们发现自 2005 年以来“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

稳健情况于 2016 年达到峰值水平。这反映出（“一带一路”地

区的）投资环境在过去十年中得到了持续改善。然而，（“一带

一路”各国）政府负债和外部风险两项指标目前均处于历史同期

最高水平，许多国家仍然在努力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

与此同时，与金融危机前的平稳期相比，目前（“一带一路”各

国）短期内的增长势头依然较为疲软，这则意味着整个地区的总

体风险前景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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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This is a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which has been prepared by ICBC Standard Bank Plc (ICBCS) working in conjunction with Oxford Economics, and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The Belt and Road Economic Health Index and China Connectivity Index (“Indexes”) are non-financial custom indexes designed and calculated by Oxford Economics for, and as 
requested by ICBCS. None of the material, nor its content, nor any copy of it, may be altered in any way, transmitted to, copied or distributed to any other party, without the prior 
express written permission of ICBCS, and in particular may not be used as a basis for or a component of any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products or indices. The material does not 
constitute, nor should it be regarded as, investment research.  It has not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full legal requirements designed to promote independence of 
research and is not subject to any prohibition on dealing ahead of the dissemination of investment research.   

Additional information with respect to any data modelling or analysis referred to herein may be made available on request. This material is for the general in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and market professional clients of ICBCS and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to be investment advice. The information, tools and material presented in this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are provided to you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and are not to be used or considered as an offer or the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sell or to buy or subscribe for 
securities, commodities or other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to participate in any particular trading strategy, nor shall it, or the fact of its distribution, form the basis of, or be relied 
upon in connection with, any contract relating to such action. This material is based on information that we consider reliable, but ICBCS does not warrant or represent 
(expressly or impliedly) that it is accurate, complete, not misleading or as to its fitness for the purpose intended and it should not be relied upon as such.  ICBCS accepts no 
liability for los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rising from the use of the material presented in this communication, except that this exclusion of liability does not apply to the 
extent that liability arises under specific statutes or regulations applicable to ICBCS.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contained in this document were produced by ICBCS as per 
the date stated and may b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fication. Opinions expressed are our current opinions as of the date appearing on this material only. We 
endeavour to update the material in this report on a timely basis, but regulatory compliance or other reasons may prevent us from doing so. 

All trademarks, service marks and logos used in this communication are trademarks or service 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service marks of ICBCS or Oxford Economics. 

This communication is distributed by ICBC Standard Bank Plc. 20 Gresham Street, London EC2V 7JE which is authorised by the 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 (“PRA”) and 
regulated by the PRA and the Financial Conduct Authority (“FCA”). 

Copyright 2016 ICBC Standar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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