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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伊斯兰银行的发展及存在的问题
■
伊 斯 兰 银 行 诞 生 于 20 世 纪

王若溪

宁夏大学

来西亚颁布了伊斯兰银行法，并为

兰金融服务委员会对伊斯兰金融

60 年代，至今只有 40 多年的历

伊斯兰银行颁发独立的银行牌照， 服务业的系统稳定性和监管措施

史，但其发展迅速，尤其在本轮金

中央银行专门设置委员会对伊斯

融危机中呈现出逆市增长。当欧

兰金融业务 的合规性进行监管。 银行与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起

美国家都在为缓解金融危机进行

目前，马来西亚拥有伊斯兰银行

草的《伊斯兰金融服务行业十年发

金融改革时，伊斯兰金融业已从

21 家，大多是传统商业银行的子

展 总 方 案（2006-2015）》为 伊 斯 兰

经济衰退中强劲反弹，伊斯兰银行

公司，其中 3 家外资银行，伊斯兰

银行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政策性的

的业务模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

银行业资产规模约 500 亿美元，年

指导。

关注。2010 年全球伊斯兰金融资

增长率超过了 20％。

产已超过 1 万亿美元。

作出了制度性安排；伊斯兰发展

二、伊斯兰银行的特点

除伊斯兰国家纷纷建立伊斯
兰银行以外，许多西方国家也开

一、伊斯兰银行的发展现

始尝试进入伊斯兰金融领域 ，并

众所周知，伊斯兰金融思想中

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2004 年

最主要的是严禁利息，而基于公平

成立的英国伊斯兰银行是西方国

的借贷关系产生的合资经营或投

家第一家伊斯兰银行，经过几年

资所产生的 利润则是正当收益，

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巴基斯坦， 的发展，其伊斯兰银行业务比巴基
1985 年 10 月开始，整个巴基斯坦 斯坦更广，英国也成为了迄今为止

伊斯兰金融思想提倡风 险共担、
利润共享。伊斯兰银行的运行及

银行系统采取无息存款。随后，埃

最大的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

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都必须

及、迪拜、沙特阿拉伯、苏丹等国

金融中心。目前英国有 17 家主要

符合伊斯兰教法。

状
世界上第一家伊斯兰银行成

先后开始了伊斯 兰银行的尝试。 银行，包括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
欧 洲 国 家 也 开 始 设 立 伊 斯 兰 银 家银行和劳埃德银行集团，已为穆

伊斯兰教鼓励符合社会正义
的经济活动，认为利息不属于劳

行，于 1978 年建立了欧洲首家伊

斯林客户成立特别分行或附属公

动收入。贷款人既没有参与经营，

—卢森堡公国伊斯兰
斯兰银行——

司。目前，中国也开始积极推进伊

又没有分担风险，就不应该获得收

银行体系国际控股集团。自 20 世

斯兰金融的发展。香港、宁夏近年

入。伊斯兰银行获取储户存款无

纪 90 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国家

来致力于分别将该地区打造成为

需向存款人支付利息，但是可以

对伊斯兰银行感兴趣，据统计，截

国际伊斯兰金融中心。

向其提供利润分成或是礼 金、礼

止到 2008 年，全世界伊斯兰金融

随着伊斯兰金融的发展，许多

机构总数达到 614 家，机构覆盖范

国际机构也积极促进伊斯兰银行

品。
伊斯兰银行的负债类产品通

围从中东、东南亚扩展到了欧美、 业的发展，1991 年成立的伊斯兰
金融机构会计与审计组织制定了
北非，并逐步向全球扩展。

一般情况下，现金账户的存款投

马来西亚是目前伊斯兰银行

伊斯兰金融机构统计会计准则和

资获得的利润不向客户分配，银行

发展较为领先的国家。1983 年马

Shari’ah 准则；2002 年成立的伊斯

可以视情况向客户支付一定的礼

常包括了现金账 户和投资账户。

本文系宁夏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项目（NDSK-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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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而在投资账户中，存款人成为

之 间 的 关 系 通 常 是 以 Mudarabah

共同分担投资损失和收益，因此

了银行的权益持有人而不是传统

合同确定的，其特点是投资决策

为了保障投资账户持有人的权

银行中的债权人，他们与银行按

的控制权从投资账户持有人到作

益，银行应该充分披露银行投资

照事先约定的损益共担比例分享

为资金管理者的银行的转移。但

项目的相关情况，投资账户持有

一定的利润。

是，资金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

人对信息披露的要求远远高于传

伊斯兰银行的所有交易都必

并没有授予投资人治理或是监管

统银行中的储户。但是，一份对伊

须以实物资产为基础，禁止期货

资金的权利。这就为投资账户持

斯兰银行金融报告显示，分散的

合同等金融衍生工具。与赌博类

有人的公司治理带来了代理问

股东以及投资账户持有人只获得

似的投机性交易是被绝对禁止的。 题，这也是伊斯兰银行特有的一

了关于投资账户持有人实际收

此外，伊斯兰银行不能从事不符合

个问题。投资账户持有人缺乏像

益、收益受修正的程度、投资资产

伊斯兰教法的经营活动，不得向军

公司法授予股东的治理权。按照

的风险以及其他可以帮他们做决

火、烟酒、赌博、猪肉等行业和设

约定，投资账户持有人不能干预

策的相关信息的最小程度的信息

计动物特别是人类基因的生物科

他们投资的管理，违反此约定可

披露。

技或工程领域等的生产经营活动

以使合同失效。“不能干预管理”

提供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

的要求可以理解为投资者账户持

付给股东的股息率可能会远远高

合同神圣性和教法至上也是

有人无权对他们资金的管理进行

于投资账户持有人分配到的利

伊斯兰银行的重要特点。伊斯兰

任何治理或是监督。这就意味着

润。此外，投资账户持有人无法判

教把契约义务奉为神圣，强调充

投资账户持有人表达对银行管理

定投资带来的损失是否是由银行

分披露信息是穆斯林神圣的职责， 不满的唯一途径就是行使他们终

管理不善或是疏忽导致的，因此

甚至包括披露私人信息，这一原则

止契约关系的权利，通过撤回投

银行应承担的责任难以确定。

可以降低不对称信息所导致的道

资表演“用脚来投票”。

（三）透明性缺乏的问题

德风险。伊斯兰银行在其内部组

投资者期望银行（作为资金管

织架构中设立了伊斯兰教教法董

理者）能履行信托责任，为他们创

平衡准备金和 投资风险准备金，

事会或伊斯兰教教法委员会，主

造最大的收益，并能代表投资账

旨在修正投资账户持有人的收益

要职责是确保银行提供的金融产

户持有人的最大利益。Mudarabah

和弥补他们的损失。投资账户持

品符合教法的规范。

是伊斯兰银行用来筹措资金的手

有人事先同意提取收入的一定份

段，投资账户持有人是其权益持

额作为两种准备金。当投资收益

有人，而伊斯兰银行作为独立法

为正且较高时，银行将从收入中

人拥有自己的股东，当银行的管理

提取一部分作为准备金，此时投资

面对两种权益持有人的利益冲突

账户持有人的实际收益被减少，而

时，银行的管理陷入了一个道德

当投资收益为负时，银行利用之前

的困境。尽管银行对股东与投资

提取的准备金来弥补投资账户持

在传统银行中，储户只是作为

账户持有人的信托责任相同，但

有人的损失，从而达到缓和投资

银行的债权人，享有保本保利并凭

是由于股东可以任命、解散董事

账户持有人收益波动的目的。投

借合同债权享有对银行现金流和

会，因此对于伊斯兰银行来说，股

资账户持有人的收益是否被修

资产的权利，与股东不发生直接

东的排位要高于投资账户持有

正，如果被修正金额有多少，这些

的利益冲突。但在伊斯兰银行中， 人。因此，在投资账户持有人与普
储户（投资账户持有人）是作为银 通股东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投资

信息是投资账户持有人无法获得

三、伊斯兰银行发展存在
的问题
（一）投资账户持有人与股东
的利益冲突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

伊斯兰银行大多设置了收益

的。从盈余管理的角度来看，这种

行的权益持有人，而不是债权人。

账户持有人明显处于劣势。

行为严重影响了银行管理的透明

作为资金提供者的投资账户

（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性，掩盖了银行的管理不善或疏

持有人与作为资金管理者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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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宁夏兴办中国伊斯兰
银行的探索
宁夏回族自治区是我国穆斯
林最集中的地区，宁夏回族群众

林客户的多种金融服务需求，这些

好的保护投资账户持有人的利

对宁夏发展伊斯兰银行业都有不

益。而作为商业银行的监管与证

利的影响。在伊斯兰银行业务发

券监管之间的矛盾使得各国中央

展逐渐成熟时，应该放宽对客户

银行对伊斯兰银行的监管变得无

的要求，并增加产品的多样性。

力，这也成为了各国亟需解决的

（二）监管的挑战
上文提到过，伊斯兰银行不同

在信仰、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上

问题。
（三）规章制度的缺失

与阿拉伯国家有着很深的渊源。 于传统银行，它提供是不保本、收
2010 年宁夏银行获准开始试点开 益损失共担的投资账户。对传统

由于伊斯兰银行自身的特殊
性，现有的银行监管法规并不能

办伊斯兰银行业务，填补了中国

银行的存户而言，他们不需要关

完全适用于伊斯兰银行业 务，比

大陆伊斯兰金融服务的空白。

心银行或投资企业的经营与财务

如对信息披露的要求以及监管的

宁夏银行遵循伊斯兰律法和

状况。而伊斯兰银行的投资账户

内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出

教义、结合中国国情和宁夏地方

持有人则直接分担资金使用者的

台的巴塞尔协议Ⅱ中对银行的信

实际，设立了伊斯兰金融事业部， 营运风险，因此为了保护本金及
提供活期存款账户、理财账户和加 确实得到公平合理的报酬起见，对

息披露以及市场约束提出了要

价贸易三种产品，这三种产品推出

信息披露的要求远高于传统银行

中央银行进行监管，国际上目前

一年，受到了广大穆斯林的关注与

存户。而目前，宁夏银行对投资项

尚未形成一套共同 的监管制度，

好评。宁夏在试点开办伊斯兰银

目的信息披露非常有限，投资账户

各国的监管方式也各不相同。

行业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赴中

持有人无法依据所获得的信息对

目前由于中国只在宁夏进行

东海湾六国的招商引资活 动，建

银行的经营管理作出准确的评

伊斯兰银行业 务的试点工作，因

立国际金融合作模式，组建“国际

价。

此在伊斯兰银行业务领域并未形

求。伊斯兰银行一般由所在国的

而银行提取的收益平衡准备

成成熟的监管制度。为促进伊斯

尽管宁夏在探索伊斯兰金融

金的存在导致了投资账户持有人

兰银行业的发展，国家或地区出

服务的过程中取得了初步的成

无法了解银行真实的经营管理情

台相关的政策与制度是非常必要

功，但在业务的开展以及对伊斯

况。由于投资账户持有人和股东

的。国家制定的规章可以借鉴巴

兰银行业务的监管中仍然存在一

收到的是经过修正的收益率，只

塞尔协议以及伊斯兰金融机构会

些问题。

要它不低于现 行的市场收益率， 计与审计组织、伊斯兰金融服务

性”伊斯兰银行。

投资账户持有人就没有理由撤回

委员会制定的相应法规，同时要

目前，宁夏银行伊斯兰业务只

投资，同时也降低了监管银行的动

考虑到中国自身的特点，满足中

面对穆斯林客户及穆斯林背景的

力，这会导致市场对伊斯兰银行的

国伊斯兰金融服务发展的特殊要

法人客户，在地域方面，只限于当

约束变得无力。

求。▲

（一）业务的局限

地符合条件的居民和企业，不对

伊斯兰银行本身的多重身

境外客户开放，业务只限于人民

份，为银行监管带来了许多困难。

币。在金融产品方面，宁夏银行只

它作为进行存贷业务的商业银

提供活期存款账户、理财账户和加

行，同时具备了直接投资人、基金

价贸易三种产品，而伊斯兰债券、 管理者的角色。国家对伊斯兰银
伊斯兰保险以及租赁等产品目前 行的监管不能只局限于与传统商
尚未推出。

业银行相同的模式，由于伊斯兰

客户的局限使得伊斯兰银行

银行作为损益分享合约下的投资

业务的服务范围非常狭窄，而业

管理者，应该对其是为基金管理

务的单一性使得其无法满足穆斯

人采取证券监管的模式，从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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