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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保护主义: 内涵、影响与政策应对 

   

由美国次贷问题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已经成为大萧条以

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对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都造成了

严重的冲击，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中国、印度、

巴西等新兴经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不少国家

陷入衰退。为了防止危机进一步蔓延，对实体经济部门造成更

严重的影响，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史无前例的救市举措，以挽

救金融部门，并缓解危机对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冲击。 

但是，欧洲和美国政府动用大量资金为本国银行注资，但

对于外国银行却采取“善意的忽视”；同时，在一些政府在救援

本国金融机构时要求它们要暂离海外市场，以将有限的资金用

于本国。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阻止外国资本进

入本国金融市场，尤其对于股权投资采取一定程度的抵制态

度。一些政府对金融资本流动的双向限制就成为了金融保护主

义。 

以前，金融保护主义特指新兴市场公司在试图取得发达市

场公司战略性股权时面临的壁垒（摩根士丹利，2007）。 在

面临全球金融危机的条件下，发达国家采取更进一步的重商主

义保护措施，“买本国货、用本国人、救本国机构”，保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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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的贸易领域向贸易、金融领域渗透。金融保护主义成为 

一些国家的重要救市工具，但是金融保护主义将直接引发全球

金融市场上资金流动的双向受阻，从而可能失去“全球金融市

场”。 

一、 金融保护主义的内涵 

金融保护主义的首次提出是在 2007 年摩根士丹利的年

会，此前一般为贸易与投资保护主义的一个部分。由于东亚经

济体和石油出口国累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为了提高这些资产

的收益性，外汇储备持有国纷纷加大对外投资的规模，进入发

达国家的金融市场，以购买收益率相对主权债券更高的权益类

投资产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发达经济体以这些资本（主

要是以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缺乏透明度和相关监管规则为理

由，设置各种各样的壁垒，阻止这些资本投资本国金融市场，

这样产生了所谓的金融保护主义。 

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很多国家的金融部门受

到重创，尤其是美国、英国等。这些国家针对金融部门和金融

市场采取了强有力的救援政策，其中美国布什政府实施了规模

高达 8500 亿美元针对金融行业的救援计划，奥巴马政府也出

台了金融稳定计划。 

但是，这些救援计划中的一些措施明确地或者隐含地包括

了金融保护主义条款。比如，大部分政府首先强调金融机构的

自救，比如奥巴马政府的金融稳定方案首先要求银行接受“压

力测试”，这就要求金融机构撤回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本以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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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另外，这些救援计划都是针对本国的金融机构，而对

于在本国的外国金融机构则不在救援的范围之内。还有，政府

隐含地要求金融机构首先向本国的其他金融机构和公司提供

信贷，以恢复金融市场的资金融通功能，向本国公司提供投资

资金以促进就业与增长。 

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政府出台新的保护措施以阻止外国

资本投资本国市场。比如，在中国铝业投资澳大利亚力拓，澳

大利亚国库部长韦恩斯万就要求收紧该国外来投资管理规定，

将可转换债券等投资视为股权投资。而此前，可转换债券在澳

大利亚被视为债权投资。 

实际上，金融保护主义并不是新鲜事物，而是开放式保护

主义的一种。发达国家积极鼓吹对外开放的形象及其高度的对

外开放易于让人们忽略这些国家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开放式保

护主义是一国(或多国联盟)政府一方面保持国内市场总体对

外开放乃至扩大开放的大环境，另一方面又根据本国经济利益

的需要以公益性、社会性、程序性等类诉求为依据，以专项法

规的定向约束和管理体系的针对国外投资者设置制度化的市

场障碍。目的是在市场开放的同时，实现对特定领域的局部性

保护。将这套政策引用到金融领域就形成了开放式金融保护主

义（赵江，2002）。 

开放式保护主义是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新形势下传

统贸易保护主义演化的必然结果，开放式保护主义并不一定排

斥贸易保护主义，而是对贸易保护主义不足之处的一个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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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领域，开放式保护主义能够收到贸易保护主义无法达到

的保护效果。比如，美国政府对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中的核

心业务提供了明确、具体、坚定而圆滑的保护，使得中国金融

机构很难获得见缝插针的机会。 

二、金融保护主义的影响 

金融保护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存在一定相似性，即是一种

以邻为壑的保护政策，对本国金融机构、金融投资和金融市场

提供一定的保护，但是这些保护措施可能对其他国家造成重大

的冲击。 

实际上，金融保护主义是一些经济体一种短期性的自我保

护，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金融资本一定程度上是与国家经济利

益相联系的，与政府也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经济不景气时，

金融资本必须服务于国家利益。其一，政府救市的资源有限，

必须把钱用在刀刃上。在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下，政府已经支

付巨大的资金救助金融机构和金融部门，其财政压力巨大，但

是金融市场的功能尚未恢复，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的效率持续

低迷。在奥巴马金融稳定计划中，政府强调的是以政府资金为

缓冲资金，重在提高私人部门的参与度，“保护具有系统重要

性的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以便这些机构能够履行自己的职

责”，从而重振美国金融体系。 

其二，政府面对选举政治，必须关注就业与增长问题，政

府政策目标是持续执政，在控制财政赤字的同时，政府必须通

过“买本国货、用本国人、救本国机构”来达到促进就业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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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否则政府无法向纳税人和选民交待。 

其三，目前金融市场上的金融资产价格和其他资产价值可

能处于低位，目前国内政府和企业无力出资购买，政府不希望

这些质量高、价格低的金融资产和资源被外国投资者乘机持

有，因此出台相关投资保护措施也是情理之中。最后，从金融

机构本身看，在危机条件下，主动缩小资产负债表也是风险管

理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从一些国家撤资，也是金融机构过去

几年过度的金融扩张的一个理性的矫正。 

但是，金融保护主义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短视行为，不仅会

给本国的长期发展带来负面影响，更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和全球

经济带来冲击。从长期看，金融机构被迫从海外撤资，不利于

其海外业务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即为了向国内消费者及

企业继续放贷而牺牲国际业务，使得金融机构无法在全球范围

内配置其资源，一旦资金从某个国家撤出，再次进入还可能遭

遇法律等方面的壁垒；另一方面，在当前信心不足的环境下，

政府向银行施压收缩海外业务并不一定能实质性地促使银行

放宽对本国的信贷规模。因为本国的信贷业务可能收益更低而

风险反而更大，这样可能出现更加严重的惜贷现象，反过来市

场信心低迷，市场预期黯淡，对本国金融体系恢复和经济复苏

并非好事。 

从全球层面看，金融保护主义的危害相当大。英国首相布

朗在世界经济论坛警告称，面对全球经济困境，金融保护主义

的危害性将远远超过贸易保护主义。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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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大受害者。目前，一些国家在为陷入困境的银行提供救助

时，只局限于自己国内的金融机构，而在这些国家有业务的外

国金融机构被禁止从中受益，导致它们被迫从这些国家撤资，

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的金

融体系的基础脆弱，更容易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协会研究表明，

今年流入新兴市场的净资本流动将降至 1650 亿美元，预计将

比 2007 年减少 82%（IIF,2009）。 

另一方面，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降低，影响全球经济增长

速度。金融市场迈向全球化，使国际的金融资源分配及运用更

有效率，这对全球经济的增长及发展至关重要。从事生产活动

较有优势的发展中经济体系能够取得更多金融资源，使生产及

经济增长潜力得以全面发挥，本国人民及境外资金拥有人同时

受惠。一旦境外资金无法进入或者被迫退出这样具有相对优势

的投资地，那么资源配置效率将大幅受挫，全球金融体系秩序

恢复被耽搁，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IMF 预计，2009 年全

球经济增长仅为 0.5％，而且这一预测是建立在金融行业恢复

功能、信贷市场重新活跃的基础之上（IMF，2009）。如果金

融保护主义蔓延，那么世界可能失去“全球金融体系”，全球经

济复苏可能漫漫无期。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任志刚甚至表示，

金融保护主义有可能在全球蔓延，从而引发第二波金融海啸。 

三、金融保护主义的治理  

大萧条期间，一轮又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报复，对全球贸

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冲击，各个国家以邻为壑的贸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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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主义最后使得各个经济体陷入了更加严重的衰退。目前，在

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保护主义又有抬

头迹象，尤其是一些重要的经济体以牺牲他国利益来照顾本国

经济的做法，可能引发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保护主义战

争。保护主义可能成为金融危机中各个政府需要面对的外部风

险因素之一。 

市场和政界人士大多认为，遏制金融保护主义比反对贸易

保护主义要困难很多。面对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分崩离析的风

险，很多学者和政府官员呼吁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采取全球

性解决方案，应对全球金融危机，遏制贸易和金融保护主义，

完善全球金融体系的资金融通和资源配置功能，进而促进全球

经济的复苏。英国首相布朗指出，世界主要国家之间以及全球

金融机构之间必须加强合作，这对于确保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

至关重要。具体的改革措施可能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金融保护主义的治理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治理框

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全球进行艰苦的贸易谈判，虽然多

哈回合至今无果，但是已经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以有效地解决

全球贸易争端问题，但现在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和相应的机构

来解决金融保护问题。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 (Turner)

表示，在金融方面缺少一个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匹配的组织，这

样就无法通过一个具有权力的特别仲裁组织来解决金融保护

主义问题，这是一个典型的全球治理问题。“我们仍需最终制

定出明确的全球规则。”（金融时报，2009）２月２２日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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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欧洲筹备会同样表示，支持在伦敦峰会上讨

论制定可持续经济活动的全球宪章，最终建立一个全球治理结

构（人民日报，2 月 24 日）。 

其次，强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使之成为全球金融

争端的仲裁机构。欧洲各国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成为二

十国峰会行动计划的监督者，同时要建立制裁机构以加强打击

“不合作”的金融中心。 

再次，改革全球金融监管机制。金融监管机制的缺失和不

到位是本轮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并造成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

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已经不是中长期的工作，而是刻不容缓的

任务，尤其在金融保护主义日益严重的危机时刻。金融稳定论

坛主席德拉基尔认为，新的全球金融监管机制在限制金融机构

的风险行为时候，应该促进金融机构在全球的金融活动，尤其

是推动他们进行跨境信贷，以促进金融市场信心的快速回升。 

最后，遏制金融保护主义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该统一行

动。实际上，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和国际金

融的关系已经不可分离，比如只对本国的贸易商提供贸易融

资，可能不利于外国贸易商在本国开展国际贸易业务，进而妨

碍全球贸易的回暖和市场信心的恢复。在这两个问题上，全球

相关国家应该采取一致行动。比如，全球应该限制各国经济刺

激计划中的“买本国产品”条款，这类条款目前已经成为最引人

关注的经济威胁。 

四、中国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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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和第三大外资流入

国，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在全球金融危

机中也难以独善其身。虽然，在以 4 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核心、

10 大举措为重点和 10 大产业规划为依托的救市过程中，中国

信贷投放形式喜人，一些经济指标趋稳，成为经济增长较为良

好的经济体。但是，1 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下跌 17.5％，进口狂

跌 43.1％，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下挫 32.7％（国家统计局、商

务部，2009）。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贸易和投

资的恶化可能意味着中国经济前景令人担忧，尤其是外商直接

投资的大幅下降可能弱化出口部门的增长动能。 

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减少之后，外资流入的主要决定因素可

能是国际金融市场的走势。目前，金融危机是否见底仍然存在

争议，海外金融机构的损失确认、问题资产剥离和去杠杆化过

程仍在继续，外商直接投资可能持续一段低迷状况。如果国外

的政府强化金融保护主义，那么外资流出可能更加明显，进而

恶化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商投资形势。为了应对外

资流入放缓和各种形式的金融保护主义，中国需要做好准备工

作，有所为有所不为。 

首先，中国应该充分估计到形势的严重性，只要金融危机

的冲击持续，那么贸易保护主义和金融保护主义就将持续。按

市场估计，美国经济至少还需要１－２年的时间才能从危机中

恢复，这个过程可能就有比较严重的保护主义措施。中国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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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充分的准备，而且即使经济复苏，金融保护主义仍然会

存在。 

其次，中国应该做好投资的替代准备工作。如果外商直接

投资大幅减少，甚至产生外商直接投资的净流出（可能性非常

小，因为中国经济表现相对良好，而且是最大的潜在市场），

那么中国应该寻找国内的资源保证维持一定水平的投资增长。

另外，外资撤出可能导致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等经济社会问题。

不过，在投资问题上，应该协调好投资储蓄的关系，将投资的

重点转移至社会保障、民生工程、卫生教育等，而不能重蹈高

投资、低产出的老路。 

再次，中国应该强化国际双边和多边合作，统一遏制金融

保护主义。在双边方面，中国应该支持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资

源类、金融服务业等的股权投资；在多边方面，中国可以和其

他国家协调立场，加强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和

金融保护主义。同时，中国可以提出相关建议，比如如何建立

一个维持金融稳定和解决国际金融问题纠纷的机制。   

还有，中国也应该适当保护自己的金融产业和金融市场。

虽然，中国金融市场和金融行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在金融危机

受到的冲击较小，但是，这和中国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紧密相关，

是“中国投资少而不是中国投资好”。金融开放度小与国内金融

体系发展较浅、金融市场结构有待完善和金融制度尚需健全等

不足方面是直接相关的，中国金融行业可能还是一个“幼稚的”

战略行业。相应地，中国还应该制定其他战略性产业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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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目标，使保护的重点与外部经济环境及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相适应（赵江,2002）。 

最后，中国应该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革，并强化

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比如，中国应该呼吁 IMF 进行投票

权和治理结构的改革，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同时呼吁

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发展机构的改革。另外，中国应该强化通

过国际金融组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改革、全球金融危机救

援和贸易、发展融资等，而避免直接面对主权国家以规避国家

信用风险。比如，可以通过世界银行发行熊猫债，以支持国外

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金融救援；可以通过 IMF 设立全球金融救

援基金，以提供对发展中国家的救援与支持；可以通过国际金

融公司的全球贸易融资服务计划，推进全球贸易的发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