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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定义：

伊斯兰金融是一种受宗教道德约束节制并基于价值的全球道德金融体系，其禁止利  
息、不确定性、赌博、投机、和投资对社会有负面影响的产业。伊斯兰金融主张风  
险共担，契约缔结的公平、健全和神圣性，服务于真实的经济行为，乃至承担社会  
责任，从而促进整个金融经济体系的公平性、稳定性、普惠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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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伊斯兰金融原则

伊斯兰金融的投资理念、运作模式、金融制度的设计、金融产品的设计以及在全球  
范围内广泛实践都是基于以下描述简单的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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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伊斯兰金融原则

从1986年，我们借款5亿美元，我们已经支付了16亿美元，但是我们依然欠债28亿美元。

这28亿美元的巨额债务来自于西方金融机构不合理的利息，如果你问我，世界上我最憎恨  
的是什么，我会说复利。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2000年在OJINAWA G8峰会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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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伊斯兰金融工具

伊斯兰金融体系虽然受到多重要素约束，然而在限制中又有创新的金融制度安排，其融资  
结构往往不采用传统的借贷形式，而代之以买卖关系、租赁关系或投资关系。伊斯兰金融  
常见工具有：

a) Murabahah 成本加价制

b) Musharakah 合伙制

c) Mudarabah （贸易）信托

d) Ijara 融资租赁

e) Istisna 建造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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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区别

以资产负债结构宏观的看伊斯兰金融服务和传统金融，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两方  
面，传统银行的运营都基于计息贷款；而伊斯兰银行的运营基于贸易、投资和提供服务，  
最终目的是实现真实的经济增长。

伊斯兰金融服务 传统金融服务

基于贸易、租赁、投资、代理和服务 利息

有型资产交易 货币或票据交易

在存款方面基于利润共享，在资产方面基于经济活动的回报 基于资产和负债两边的固定收益

积极参与实体经 依赖发放贷款

如果有违约，会有小额罚款，并将支付给慈善组织 借贷机构将面临违约金和复利

风险分担 风险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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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库克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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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苏库克债券定义

苏库克，一种符合教义的投资证书，代表者对标题资产不可分割的实益所有权，从而赋予  
投资者拥有对标的资产产生现金流的分红权并承担对应的风险。

------------伊斯兰金融会计与审计组织(AAOIFI)

苏库克，一种代表资产价值的法律文书或证书。

------------马来西亚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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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苏库克债券结构

苏库克债券，并没有固定统一结构，相反基于不同的商业目的、融资成本、法律环境、标  
的资产、金额投资者需求会使用不同或者混合的结构。其中的一些结构，由于在教法上的  
全球认可度趋于统一，使用的频率较高，也比较受市场欢迎。下文我们梳理出常用的5种  
苏库克结构概览以及其结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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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Sukuk-Ijara

1.发债主体将标的资产，以事先同意并约定的价格出售给特殊项目机构。

2.特殊项目机构通过发行苏库克证筹集等同于资产出售价格的资金。

3.特殊项目机构和发行主体签署固定时间段租赁协议，其中发债主体将资产回租。

4.特殊项目机构从发债主体收取固定租金，并对投资者发放。

5.债券到期或者提前赎回，发债主体从特殊项目机构以实现约定的价值赎回。



苏库克债券
Sukuk

2.2.2 Sukuk-Murabaha

1.特殊项目机构和发债主体签订加价贸易合同。

2.特殊项目机构通过发行苏库克证书筹集资金。

3.特殊项目机构从供应商以现货价购入大宗商品。

4.特殊项目机构将商品以现货价格+利润的方式出售给发债主体，在双方约定的周期里分期付款。

5.发债主体将商品以现货价出售给商品采购商。

6.苏库克债券投资者最终收到货款以及贸易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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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Sukuk-Mudaraba

1.特殊项目机构同项目甲方签署工程建设/调试合同。

2.特殊项目机构通过发行苏库克证书筹集资金。

3.特殊项目机构从项目运营中收取定期费用以及最后的实收资本，用于分发给投资者。

4.项目竣工，特殊项目机构将所有权转移给项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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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Sukuk-Musharaka

1.公司以土地或其他事物资产入股。

2.特殊项目机构现金入股

3.MUSHARAKA合伙指定公司为代理运营实体资  
产，并同时注入现金。公司收取固定的代理费以  
及浮动的奖励，同时特殊项目机构定期收到分发  
的利润。

4.利润分发至苏库克投资者。

5.债券到期或者提前赎回，公司（不可撤销）需要  
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特殊项目机构在  
MUSHARAK合伙里所持有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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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Sukuk-Istisna

1. 特殊项目机构通过发行苏库克证书筹集资金。

2. 苏库克债券发行获得资金将用于支付预期的工程建设及交付。

3. 资产所有权转移至特殊项目机构。

4. 竣工工程将有特殊项目机构以加价的形式出售给最终购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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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苏库克债券结构对比

五种苏库克形式可用现代金融特征进行分别对应，具体区别及特点见表

债券结构 特点 描述

Ijara 租赁式结构
类似于传统金融的融资租赁，赋予承租者购买租赁资产的期权。苏库克债券持有者按对标  
的资产拥有的所有权比例，从标的资产产生的收入中收取对应的租金。

Murabaha 加价贸易式结构
对于特定的资产的买卖合约，并采用延期支付。此种合同，在贸易金融和杠杆收购中较为  
常见。

Mudaraba 利润分享式结构
一种合伙结构，其中甲方提供资本，乙方以特殊的管理技能入股，双方形成合伙关系。其  
中产生的利润以事先约定的比例分享。

Musharaka 合伙结构
双方或者多方的股权式投资结构，类似于合资公司，每一方都在合伙形成时注入现金或者  
实物。合伙各方根据初始投资比例共同分担利润和风险。

Istisna 建造融资结构
经常适用于大型工业项目，大型基础设施和大型设备融资，例如机场和公路。投资者直接  
融资与供应商或者承包商，会在出售和租赁前持有标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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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苏库克与传统债券对比

尽管不同的法律辖域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定义苏库克方面都差异，然而苏库克债券和  
传统债券在债券要素的各个方面均有不同特点，为此总结如下表：

特点 苏库克 传统债券

法律关系 对资产所有权 债务

发行主体 发行主体的主要经营范围和债券收益不可以投资不清洁的产
业，例如赌博、色情、武器和酒精等。

无限制

监管 传统的金融监管和伊斯兰教法监管 传统的金融监管

形式 取决于结构（买卖、租赁、投资或者合资） 基于借贷关系

发行收益 不可抵触伊斯兰教法原则 无限制

标的资产 需对应具体项目和实体资产 无限制，除非是资产证券类债券或者担保类债券

定价 标的资产的价值及产生现金流的能力 信用评级

安全性 可以设计为安全结构 可以提升投资安全性

增信/隔离 可以设计 可以设计

SPV 需使用特殊项目机构（SPV）以满足教法和投资者需求 基本上不适用，除非是ABS交易，并要求破产隔离

投资机构 传统金融机构和中东、东南亚的伊斯兰资金池 传统金融资金池

发行成本 牵头承销费类似于传统债券法律文本费略高于传统债券伊斯
兰教法认证费用

无伊斯兰教法认证费用

法律文本 法律文本+伊斯兰教法文本 传统法律文件，例如债券发行计划、贷款协议和认购协议

税收 在马来西亚资本市场，发行某些结构的苏库克债券有税收优
惠； 在香港、新加坡、迪拜、伦敦、巴黎、卢森堡、巴林、  
巴基斯坦、南非、科特迪瓦、多哥、冈比亚、伊朗、哈萨克  
斯坦等拥有伊斯兰金融业的法律辖域，苏库克债券和传统债  
券拥有相同的税收政策；在不具备伊斯兰金融业的法律辖域  
苏库克债券的发行可能会导致额外的税务成本。

取决于具体的发行市场

，

二级市场交易 取决于结构，某些苏库克债券的结构被视为一种债务，而债
务买卖也是教规不允许的。

可以交易

风险 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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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全球伊斯兰金融市场概览

伊斯兰金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含伊斯兰银行、资本市场和伊斯兰保险等  
行业的完整金融体系。截止目前，伊斯兰金融在全球的资产已经超过2万  
亿美元，并预计在5年内增长至5万亿美元。全球伊斯兰金融也在2009年  
到2015年一直维持17.3%的复合增长率。

其中伊斯兰金融在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阿联酋、巴基斯坦、土耳其和  
印度尼西亚等中东和东南亚市场的市场占有率水平高低不同，但总体占比  
还与传统金融有较大差距，市场空间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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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全球性伊斯兰金融组织

伊斯兰金融会计和审计组织，位于巴林，  
成立于1991年。

主要针对全球伊斯兰金融行业制定教法、  
会计、审计、治理标准。AAOIFI已经发布  
过91个行业标准。其标准已经被广泛为为  
各国监管机构直接采用或作为行业发展指  
导意见，成为全球伊斯兰金融业发展的重  
要参照体系。

伊斯兰金融服务理事会位于吉隆坡，颁布行  
业发展指导性原则和标准，覆盖银行、资本  
市场和伊斯兰保险行业。致力于促进全球伊  
斯兰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

截至2017年4月，ISFB拥有全球183监管机构、  
7个国际组织、106行业从业机构，覆盖全球

57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人民银行、香港  特
别行政区金融管理局是附属会员，香港特  别行

政区银行公会是观察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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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全球性伊斯兰金融组织

国际伊斯兰流动管理公司，是由各国中

央  银行和监管机构建立解决伊斯兰资本

市场  流动性金融机构，致力于跨境伊斯

兰金融  市场的有效管理，促进投资、金

融互联互  通、以及金融体系稳定。

国际伊斯兰流动性管理公司，位于马来西  
亚吉隆坡，成立于2010年。

伊斯兰发展银行是当代伊斯兰国家按教法禁止利  
息的伊斯兰发展银行标志原则建立的国际金融信  
贷机构，主要向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的穆  
斯林团体提供无息贷款，援助其经济发展和社会  
进步。是“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专门金融机构。  
伊斯兰发展银行总行设在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吉达  
市。当代伊斯兰国家按教法禁止利息的原则建立  
的国际金融信贷机构，主要向伊斯兰国家和非伊  
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团体提供无息贷款，援助其经  
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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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伊斯兰金融工具使用总体情况

伊斯兰金融作工具（苏库克）为一种新兴的融资渠道，到得了包括联合国、经合组织、世界银行、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发展银行、及20国集团的高度认可。伊斯兰金融将是全球范围内基础设施建设  
最重要的融资渠道之一。

从严格意义来说，苏库克债券是全球范围内认可度最为广泛的伊斯兰金融工具，他的发行主体包括主  
权政府、准主权机构和私营部门。债券发行用途逐渐多元，包括本土和多边伊斯兰金融机构流动性管  
理、基础设施建设、飞机租赁、社会责任投资、伊斯兰保险、一级&二级资本金补充、公司日常经营、  
和主权财富基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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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苏库克债券的发行

2001~2015全球范围内发行的所有币种和期限的苏库克债券规模约为7671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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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苏库克债券的流通

2001~2015全球范围内流通的所有币种和期限的苏库克债券规模约为3210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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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发行主体（国别）

从发型主体来看，私营部门约为  
50%，主权机构和准主权机构合计  
占有50%。

从发行国别来看，除了马来西亚占  
据大半江山之外，主要还是分布在  
其他东南亚国家以及中东北非国家，  
英国美国在西方国家投资占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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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香港苏库克发行纪要

4.1.1香港政府首次发行伊斯兰债券

201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次成功发行伊斯兰债券。此次债券的发行额为10亿美元，收益率为

2.005%。来自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反应热烈，认购金额超过47亿美元，录得4.7倍超额认购。共120国际投资者认购成功。其  
中，将近一半 (47％) 来自亚洲，11％来自美国，6％来自欧洲，36％来自中东和北非。按照投资者类别分类，银行购得  56%，

成为此次发行的最大买方。主权基金、中央银行及国际组织购得30%，基金公司和保险公司分别购得11%和3%。  此次发行的

五年期的Sukuk是香港政府发行的首批美元伊斯兰债券Sukuk，是香港伊斯兰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香港财政司

司长曾俊华表示：“这次发行取得成功，显示通过香港的平台发行伊斯兰债券 (Sukuk) 集资是可行的方案，并且  广泛的为全

球各地投资者所接受。我希望这次伊斯兰债券的发行能带动更多发债机构及投资者参与市场，进一步促进香港的  伊斯兰债券

市场的发展。这次伊斯兰债券的发行是香港继2013年7月作出立法修订，为发行伊斯兰债券提供一个与传统债券  相若的税务

架构后的又一举措。”

这批伊斯兰债券以租赁安排 (Ijarah) 为结构，并以香港两座商用物业内的部分单位作为支持，通过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全资持  
有的特殊目的公司 (ＳＰＶ) ──Hong Kong Sukuk 2014 Limited──发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作为这批债券的债务人，债  
券资产负债归并进香港政府财政。

Ijarah结构作为香港首次发行苏库克债券所青睐的结构，主要有以下核心特点： (1) 相关伊斯兰金融咨询委员会最愿意接受

的结构； (2) 大多数投资者对Ijarah结构很熟悉； (3) 所有的主权国家都选择Ijarah作为他们首次发行的伊斯兰债权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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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2014年香港主权伊斯兰债券概要

发行人/受托人 香港主权伊斯兰债券 (2014)

债务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发行规模 US$1,000,000,000

年限 5年

年化收益率 2.005% /年

到期日 2019年9月18日

联席国际协调行 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

联席账簿管理人及联席牵头经办人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联昌国际投资银行和阿布扎比国家银行

承销团成员 阿布扎比伊斯兰银行，阿联酋国家银行资本公司，丰隆伊斯兰银行，香港华侨银行，
QInvest和RHB (拉希德侯赛因银行)

适用法律 英国法律体系和香港法律体系

法律顾问 Norton Rose Fulbright and Allen & Overy

基础资产 香港皇后大道东213号胡忠大厦选举单位及香港湾仔道8号费尔蒙特大厦

伊斯兰顾问 汇丰银行 (沙特阿拉伯) 、渣打银行, 联昌国际伊斯兰银行

投资结构 Ijarah (租赁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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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香港苏库克发行纪要

4.1.2香港政府第二次发行伊斯兰债券

2015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根据“政府债券计划”完成了第二次Sukuk发行。 此次发行的特殊之处在于采用了代  
理安排 (Wakalah) 结构，其资产的三分之一以实体资产 (香港一座写字楼物业内的部分单位) 作为支持，另外三分之二则以  
符合伊斯兰律法的商品作为支持。选择具有较少有形资产的Wakalah结构是为了向非公资本及其他债券发行平台展示香港伊  
斯兰债权发行平台的灵活性。香港是全球首个使用代理安排推出美元伊斯兰债券AAA评级的政府，也是第一个使用三分之一  
实体资产的结构发行伊斯兰主权债券的政府。此次债券发行尽管不是首次伊斯兰债券发行，但却是除了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以外，第一个代理安排 (Wakalah) 结构的伊斯兰债券。

与上次发行相比，2014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首批债券发行采用了租赁安排 (Ijarah) 结构，发行金额全数以实体资产作  
为支持，这次采用的结构所需要的实体资产部分大幅减少至三分之一，另外三分之二则以符合伊斯兰律法的商品作为支持。  
在收益率方面，本次发行的收益率为1.894％，低于首发时的2.005％。此次发行表明，香港的法律，法规和税务架构可以很  
好地与伊斯兰债券发行协调，为我国和国际筹款者的跟进铺平道路。发行所得款项将记入2009年7月8日根据“公共财政条  
例”第29条通过的“债券基金”。根据“2014年贷款 (修订) 条例草案”，政府根据其设立的指定替代债券计划发行的替代  
债券筹集的款项，被视为政府借入的资金，并可记入债券基金“。至于发行期间面临的挑战，是为了确保Wakalah结构符合  
“2013年税务和印花税立法 (替代债券计划) (修正案) 条例”要求，以便伊斯兰债券获益于税收中性条款。伊斯兰债券引起  
了传统投资者和伊斯兰投资者的兴趣，吸引了来自49个国际机构投资者。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称，此次债券以及去年  
首次发行伊斯兰债券，展示香港的伊斯兰金融平台的灵活性。伊斯兰债券发行将有助于促进香港和大中华地区伊斯兰债券市  
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将吸引更多企业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伊斯兰金融平台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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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2015年香港主权伊斯兰债券概要

发行人 香港主权伊斯兰债券 (2015)

债务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年限 5年

发行规模和收益率 US$1,000,000,000  1.894%

到期日 2020年6月3日

主承销商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联昌国际投资银行和阿布扎比国家银行

共同承销商 交通银行香港分行、马来亚银行、丰隆伊斯兰银行，NCB (沙特阿拉伯王国国家商业银行) 资本

账簿管理人 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联昌国际投资银行和阿布扎比国家银行

适用法律 英国/香港法律体系

法律顾问 Allen & Overy  (发行人律师)  , Linklaters  (承销商律师)

上市地点 香港交易所、马来西亚交易所所纳斯达克迪拜交易所

基础资产 香港一座政府所有写字楼物业内的部分单元和符合伊斯兰律法的商品

评级 ‘AAA’  (标准普尔) /‘Aa1’  (穆迪)

投资结构 代理安排 (Wakalah)

投资者分类 按地区: 亚洲 (43%) , 中东  (42%) , 欧洲  (15%)  按投资者类别: 银行 (74%) , 中央银行和主权基金 (23%) , 其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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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香港苏库克发行纪要

4.1.3 香港政府第三次发行伊斯兰债券

订单17.7亿美元。在2017年2月13日开始的全球路演中，包括利雅得，吉达，迪拜，阿布扎比，吉隆坡，新加坡，香港和  
伦敦的全球路演，瑞士法郎Sukuk于2017年2月21日定价为3.132％（超过10个基点为68个基点美国国债）。这项交易吸引  
了来自不同传统和伊斯兰投资者的兴趣。收到来自88个全球机构投资者的订单，Sukuk的57％分配给亚洲，25％分配给中  
东，18％分配给欧洲。按投资者类型，53％分配给银行，36％用于基金经理，私人银行和保险公司，11％占主权财富基金，  
中央银行和超国有企业。十年期的稳定高收益回报也吸引了新的投资者，其中一半以上没有参加过以前的发行。

发行人/受托人 香港主权伊斯兰债券 (2017)
债务人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发行规模 US$1,000,000,000
年限 10年

年化收益率 3.132％ /年
发行日期 2017年2月28日
到期日 2027年2月28日

Sukuk债券评级 AAA（标准普尔评级），AA +（惠誉）

联席账簿管理人及联席牵头经办人 联昌国际伊斯兰银行 汇丰银行 阿布扎比国家银行 渣打银行

承销发行平台 香港联交所

适用法律 英国法律体系和香港法律体系

伊斯兰顾问 汇丰银行 (沙特阿拉伯) 、渣打银行, 联昌国际伊斯兰银行

投资结构 Wakala (可交换伊斯兰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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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菱日联银行通过其马来西亚支行发行伊斯兰债券，成为首家发布伊斯兰债券的日本  

商业银行。日本三菱发行的混合日本元和美元币种的伊斯兰债券，可以给中资机构提  

供启示，在全球发行人民币和美元混合的苏库克债券。

International Islamic Finance Cases

4.2日本伊斯兰金融发展

日本2008年做出税法调整，允许日本金融体系经营伊斯兰金融产品，但是日本伊斯兰金融是全球外延性的，扩张性的。

东京海上控股株式会社(Tokiomarine)是日本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财产保险公司。其最早  

2001年在文莱开展伊斯兰保险业务，并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开展伊斯兰保险业务。  

日本海上控股的经验证明，一家由非穆斯林创立的伊斯兰金融服务集团是可以成功的。

日本国际合作署协同约旦开发伊斯兰债券市场，并在2016年10月协助约旦成功发行第  一支伊

斯兰债券. 约旦第一支伊斯兰债券，由日本协助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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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美国伊斯兰金融发展

高盛发行苏库克案例

SPV名称： JANY Sukuk Company Limited  笔记： 订

单约15亿美元。

利润率： 2.844％

类型：Wakala  发行规模：5亿美元  到期：2019年9月

17日  发行年限：5年

Sukuk债券评级：标准普尔：A-，惠誉：A  承销发行平

台：卢森堡证券交易所 ，  发行联席银行：阿布扎比伊

斯兰银行 ， 阿联酋NBD ，  阿布扎比国家银行 ，  

NCB Cap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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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英国伊斯兰金融发展

2014年，英国政府成功发行2亿英镑(约合3.4亿美元)的伊斯兰债券，这批债券将在伦敦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英国成为首个发行伊斯兰债券的非伊斯兰国家。这批伊斯兰债券到期日期为2019年7月22日，其利润率为  

2.036%，和同期限的英国国债收益率相当。该债券的市场需求旺盛，且投资者类型广泛，涵盖了主权财富基  

金、各国央行、英国和国际金融机构等机构投资者。

时任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表示，英国发行第一笔伊斯兰债券，向外界传递出英国政府的决心，要把英国打造  

成西方的伊斯兰金融中心。这是英国政府长期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以使英国成为无可争议的全球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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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案例分析-社会明星企业-孟加拉格莱美银行

小额信贷之父-穷人的银行——Bank for the Poor

1、为穷人所拥有1976年，格莱珉银行在孟加拉的乔布拉村诞生，并于1983年正式转变  

为一家银行。为了银行的成立，特别通过了一项法律：贫穷的借贷者们，其中绝大部分  

为妇女，拥有这家银行，银行只为这些穷人服务。如今，格莱珉的贷款者们拥有银行  

94%的股权，另外6%为政府所拥有。

2、无担保抵押物、法律文件、团体担保或连带责任  格莱珉银行的小额贷款不要求任何

担保抵押物。格莱珉不打算将任何未能还款的贷款

者送上法庭，也不要求贷款者签署任何法律文件。尽管每个贷款者都必须属于一个5人  

小组，但小组并不需要为其成员的贷款提供任何担保。偿还贷款是每一位贷款者个人的  

责任，而小组与中心要以负责任的方式关注每个人的行为，以确保不会有任何人发生偿  

付贷款的问题。没有任何连带责任，即组员不承担为其他有拖欠行为的组员偿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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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案例分析-社会明星企业-孟加拉格莱美银行

3、贷款百分百由银行内部资源提供  格莱珉银行的待偿贷款全部收自有资金与存款储

蓄提供，68%的存款来自银行的贷

款者。仅存款储蓄已达到待偿贷款的97%，如将自有资金与存款储蓄两项相加，则达到  

代偿贷款的130%。

4、无捐款、无贷款

1995年，格莱珉银行决定不再接受任何捐助资金，自此再未提请任何新的捐献请  

求，最后收到的一笔原有捐款的分期付款是在1998年。

5、利率

孟加拉政府将所有政府运作的小额贷款项目的规定为11%的统一利率，经余额递减  

计算即接近了22%。格莱珉银行的贷款利率低于政府的利率。

格莱珉银行的利率有四种：创收目的的贷款利率为20%，住房贷款的利率为8%，  

学生贷款利率为5%，艰难成员(乞丐)贷款免息。所有利率都是简单利率。

存款利率最低为8.5%，最高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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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案例分析-社会明星企业-孟加拉格莱美银行

6、吸收乞丐成员  乞讨是一个穷人求生的最后手段，除非他选择去犯罪或其他非法活动。

乞丐中有残

疾人、盲人、智障者，以及病弱的老人。格莱珉银行实施了一个名为艰难成员的特殊项

目，以此将救助延展到乞丐。到2003年，已经有近2万个乞丐加入了这个项目。

7、开办新分行的政策  在成立的第一年内，允许新分行向银行总部借款，以启动其贷款业

务。第一年过后，

分行的贷款业务必须由其自身的储蓄流动支撑。新的分行被要求在其运营的第一年内达  

到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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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案例分析-社会明星企业-巴基斯坦AKHWAT基金

AKHUWAT基金成立于2001年，旨在为穷人提供无息小额信贷。其收入主要来源借款人  

的自愿捐赠。其第一笔贷款是一个大学教授给一位不愿意接受馈赠的孀妇借钱1000卢比，  

使用6个月。目前已经发展到3亿美金规模。

借款人需要支付1美元左右的注册费，无息使用贷款，自愿捐赠是其运转的主要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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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案例分析-主权苏库克债券

（1）马国投人民币苏库克

2011年10月，马来西亚政府投资机构国库控股 (Khazanah Nasional) 发行首支离岸  

伊斯兰债券，规模定在5亿元人民币 (合7800万美元) ，发行期限为三年，债券票面利率  

为每年2.90%，超额认购10亿人民币。

发行人/受托人 Danga Capital Berhad

债务人 马来西亚政府投资机构国库控股公司

发行规模 5亿 人民币（至多超发3亿）

年限 3年

年化收益率 2.9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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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案例分析-主权苏库克债券

（2）2014马国投人民币苏库克

到期日 2014年10月20日

付息频次 每半年

承销团成员 Bursa Malaysia Securities Berhad (Exempt Regime);Labu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Exchange Inc.

适用法律 英国法律体系

分配机制 加速询价圈购

投资结构 Wakala（可交换伊斯兰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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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案例分析-航空业融资案例

概要

SPV名称： Unity 1 Sukuk有限公司

笔记： Unity 1 Sukuk有限公司是独立于开曼群岛注册的  sukuk的发

行人和受托人，仅用于参与sukuk信托证券交易。  利润率： 3.86％

苏库克详情  发行类型： N/A  发行规模： 15亿美元

到期： 2022年11月30日  发行年限： 5年

发行日期： 2016年11月30日  Sukuk评级： 惠誉：A

联席银行： 阿布扎比伊斯兰银行 迪拜伊斯兰银行 首湾银行  汇丰银行 

摩根大通 阿布扎比国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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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案例分析-基础建设融资案例

巴基斯坦政府案例

SPV名称： 第三巴基斯坦国际苏富克有限公司

笔记： 资产：拉合尔 - 伊斯兰堡高速公路。受托人在发行日期购买的资产将是由M-2高  

速公路出价的一部分土地，其收入为20亿美元。

利润率： 5.5％

类型： Ijara  发行规模： 10亿 美元

到期： 2021年10月13日  发行年限： 5年

发行日期： 2016年10月13日  Sukuk评级： 穆迪：B3，惠誉：B  承销发行平台： 卢森

堡证券交易所

联席银行： 花旗集团 德意志银行 迪拜伊斯兰银行 诺尔银行 渣打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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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 案例分析-能源行业融资案例

概要

SPV名称： Aramco 2024

笔记： Mudaraba和Murabaha的混合结构。首次发行是筹集375亿里亚尔的计划  

的一部分。浮动利率当地货币sukuk有七年期限，并提供了25个基点，比六个月  

的沙特阿拉伯银行同业拆借利率（SAIBOR）

利润率： 0,25个基点+ SIABOR

苏库克详情  类型： 混合结构

发行规模： 112.5亿 SAR（沙元）  到期： 2024年4月5日

发行年限： 7年  发行日期： 2017年4月5日

联席银行： 阿利马投资公司 沙特阿拉伯货币基金组织 GIB Capital 汇丰银行  

NCB Capital 利雅得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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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案例分析-印度尼西亚太阳能苏库克发行案例

两家澳洲太阳能公司合资公司某公司，成功的用伊斯兰金融工具为其在印尼的  

50MW+5MW光伏项目融资。此光伏项目需要总资金额约为5.5亿澳元，一期资  

金1.5亿澳元将通过苏库克债券进行。此项目的交易细节如图

发行规模 1.5亿澳元

项目主体 澳大利亚光伏企业

项目辖域 印度尼西亚

SPV 马来西亚纳闵金融中心

币种 澳元

结构 混合结构

标的资产 太阳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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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案例分析-地产行业

碧桂园马来首只中国控股企业苏库克  2015年底，碧桂园经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核准，向合资格投资者发行伊斯兰

中期票据，代表着中国企业在国际金  融市场上发行伊斯兰债券实现破冰。

此次中期票据使用Murabaha结构，此结构基于贸易加价。Murabaha是一种伊斯兰金融界非常成熟的结构。一般  

来讲，承销银行会安排大宗商品来支撑交易，发行主体并不需要实际拥有这些大宗商品资产。整个计划的票面价值  

总额上限为15亿马来西亚林吉特。首期发行规模为1.15马来西亚林吉特（时约人民币1.74亿元），发行期限为2年，  

于2015年12月21日定价，债券票面利率为每年6%。CIMB Investment Bank Berhad获委任为中期票据计划的牵  

头安排行及牵头经办人。此为中国企业以及在港上市内房企首次在马来西亚发行伊斯兰金融产品。马来西亚评级机  

构RAM Rating Services Berhad (“RAM”) 给予此次伊斯兰中期票据计划的评级为AA3 (s) ，达到投资级评级，  

另RAM给予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AA3 (s) 的评级，显示了马来西亚资本市场对碧桂园稳健财务状况的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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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案例分析-地产行业
issuer发行人 Country Garden Real Estate Sdn. Bhd. (CGRE)碧桂园（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Programme Size计划额度 RM 1.5 billion马币15亿

Programme Tenure计划期限 20 years20年

Guarantors担保人 Country Garden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CGH) and other holding companies 碧桂园控股公司及其他母公司

Indicative Rating偾券评级 AA3 by RAM被RAH评级机构评为M3投资评级

Shariah Principles 伊斯兰教法 Murabahah (via a Tawarruq arrangement)成本加利融资制（通过商品货市化融资安排）

Utilisation  of Proceeds资金用途 For general corporate purposes of Issuer and its subsidiaries which shall be Shariah-compliant作为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符台伊斯兰教义的综台  
营运资金

Security/collateral担保品 Mainly debenture over Issuer's assets, charge of shares and designated  accounts包括债券抵押、股份抵押和指定账户抵押

Lead Manager for the Programme
牵头行

CIMB Investment Bank Berhad (“CIMB")联昌银行

Governing laws 法律法系 Laws of Malaysia马来西亚法律

Investors投资者 Including dome stic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unit trust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securities companies包括国内外金融机构，信托  
机构，保险机构及证券公司

Issuance Date发行日 30 December 20152015年12月30日

Issuance Size发行额度 RM 115 million马币1.15亿

Issuance Tenure发行期限 2 years2年

Joint Lead Managers for the  
Issuance联台经埋

CIMB, HSBC Amanah Malaysia Berhad, Bank of China (Malaysia) Berhad and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Company Limited联昌银行、汇丰银  
行马来西亚分行、中国银行马来西亚分行及海通国际证券

Investors投资者 Including dome stic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unit trust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securities companies包括囯内外金融机构，信托  
机构，保险机构及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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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 案例分析-互联网金融

阿联酋全球第一家伊斯兰金融P TO P网站

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理财APP

印度尼西亚伊斯兰众筹网站

美国LAUCH GOOD 伊斯兰众筹网站

新加坡伊斯兰融资网站

马来西亚伊斯兰金融P TO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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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苏库克在中国发展历程

1）2014年9月12日， 香港首次发售了5年期伊斯兰债券，筹资10亿美元，1/2出售给亚  

洲投资者，1/3出售给中东基金。

2）2014年9月22日，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发行的10亿元3年期人民币（约合1．6亿美  

元）全球中期票据债券在迪拜的NASDAQ市场发行，利率3.5％，低于当时国际的平均融  

资成本。

3）2014年底，地方政府首发地方债。宁夏政府授权，中航证券担任独家全球协调人和财  

务顾问为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融资，融资渠道包括但不限于苏库克（Sukuk）债券及美元  

债券，总融资规模为不超过15亿美元（可分期发行），期限不超过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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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苏库克在中国发展历程

4）2016年初，碧桂园Country Garden Real Estate Sdn.Bhd.（发行 1.15马来西亚林吉特(相当于  

约人民币1.74亿元)，期限为2年，2015年12月定价债券票面利率为每年6%。

5）2015年6月8日，工商银行迪拜分行发行中期票据（EMTN），是中资银行首次在海湾地区发行  

美元债券，也是首支在纳斯达克迪拜挂牌的中资银行美元债券。此次中期票据发行获得了5倍超额  

认购，最终发行收益率为2.692%，创中资行境外发债同期成本新低。

6）2015年7月1日，中国银行阿布扎比分行在迪拜纳斯达克举行了“一带一路”人民币债券发行的  

人民币债券，规模达20亿元人民币，期限为2年，票面利率3.6%，此笔债券将分别在迪拜纳斯达克  

和新加坡交易所挂牌上市。

7）2016年初，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发行3亿美元5年期伊斯兰债券（Sukuk）。已  

授权摩根士丹利、马来西亚国际商业银行（CIMB）和迪拜国民银行（Emirates NBD）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和中东组织召开投资者见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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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OIC经济体合作现状

观察员

双方贸易额超5000亿  美元

• 和平发展的历史人文遗产（郑和）
•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一带一路倡议和穆斯林经济体高度关  联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  
伊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尼日  
利亚等会员国

伊斯兰金融-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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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中国-OIC经济体合作现状

• 经济结构互补，天然联盟，解构现有金融体系，重建世界秩序

•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和伊斯兰金融全球化互联互动，在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  

设中推动伊斯兰金融融资机制

伊斯兰金融全球化&人民币国际化是OIC经  
济体和中华经济体互联互通的金融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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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一带一路伊斯兰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以伊斯兰金融业务为纽带，搭建多形式的中阿金融合作平台。一是适应金融资源配置需要，  

引入并适度发展伊斯兰金融，实现中阿金融体系对接，以开放型金融体系支撑内陆开放型经济发展。  

二利用伊斯兰金融业务与现代金融业务的互补性，提高产业集群项目与资金的匹配对接能力。

（二）利用伊斯兰金融产品，创新中阿金融服务模式。一是延伸和完善金融产业链。发展与中阿经  

贸合作相配套的研发、代理、经纪、评估等金融中介组织。二是创新项目融资新模式。通过发行伊  

斯兰债券（SUKUK）或合资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方式，探索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领域开展资产  

证券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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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一带一路伊斯兰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四）弹性解决发展伊斯兰银行业务中的税制适用等问题。由于伊斯兰金融业务的交易对应实物资  

产，这就使银行在购买资产和加价出售或租赁过程中将面临二次被征税等诸多税制改革问题。借鉴  

马来西亚等国的经验，可在试点伊斯兰金融业务初期免征伊斯兰金融机构的所得税，并对用外币交  

易获得的收入及其它收益的征税问题做出规定。

（五）研究支持境外发行伊斯兰债券并上市交易的市场渠道。由于发行伊斯兰债券需要与具体的投  

资项目高度关联，而且必须建立必要的交易流通市场才能保证债券的流动性，针对中阿经贸合作发  

展和为中东国家项目资金提供配套金融服务的实际需要，建议相关部门着手研究伊斯兰债券上市流  

通的相关制度和平台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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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一带一路伊斯兰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六）构建符合国际标准的伊斯兰金融风险监管框架。完善的风险监管体系是继续试点开办好伊斯  

兰金融业务的关键。一是建立以中国金融法律法规及伊斯兰商法相结合的风险管理体系为基础的风  

险监管体系。二是贯彻先易后难的产品推广原则。控制好伊斯兰金融业务的产品风险，也就基本把  

握住了试点开展伊斯兰金融的业务风险。研发和推广伊斯兰银行业务产品，应贯彻“先易后难，突  

出特色，兼顾传统，逐步丰富，注重风控”的原则，可在现有伊斯兰银行业务品种试点的基础上，  

核批投资账户、伊斯兰债券等业务品种稳步投放市场。三是建议在坚持投资损失准备充足制度的同  

时，从一开始就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滑准备金和投资风险准备金制度，以做到以丰补歉，  

从成本收益安排机制上提升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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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伊斯兰金融在我国的接入路径

伊斯兰金融的发展，要先易后难、从境外试水到境内落地、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的双向  

战略、先满足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后完善国内金融体系的二元目标。本文提出一些具体的操  

作措施：

（一）利用现有发达的伊斯兰资本市场，例如吉隆坡、巴林、迪拜、和香港，中国的地方政府、国  

际金融机构 (亚投行/丝路基金) 、大型的基建公司可以基于一带一路的沿线项目发行伊斯兰债券，  

探索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二）促进OIC经济体和中国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积极发展人民币计价的伊斯兰债券产品，为离  

岸人民币提供投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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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伊斯兰金融在我国的接入路径

（三）伊斯兰金融业，是一个具有双位数增长速度的高速发展并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行业，可以考  

虑收购一带一路上核心伊斯兰金融银行，彻底疏通进入石油美元的通道，同时以此作为金融平台，  

配合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或者中国境内的实体项目；

（四）中国资本可以考虑将伊斯兰债券作为一种资产配置的选项，因为伊斯兰债券都是基于实体资  

产。中国可以把某些一带一路的基建项目，让所在国及其为标的资产，而中国可以作为伊斯兰债券  

的投资者参与交易；

（五）设立中外合资的伊斯兰基金/融资租赁/券商参与双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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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著作团队——北京天方信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中国首家本土伊斯兰金融咨询公司提供伊斯兰金融投融资及社会  

责任投资咨询服务，专注于离岸伊斯兰债券发行、人民币计价伊  

斯兰金融产品研发、伊斯兰互助保险产品研发、基础设施及航空  

等行业项目融资、以及国际伊斯兰金融市场开拓，为其股东、客  

户、员工和社会创造可持续发展价值。作为中国首家本土伊斯兰

金融咨询公司，天方信诚投资咨询被认为是中国伊斯兰金融发展  

的里程碑，是东南亚、中东以及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等经济体与  

中国市场的跨境双向投资纽带。

官网 www.sadiqconsulting.com



著作机构简介
Introduction of S.I.B.F.P. & Al Sadiq

6.2 智库机构——伊斯兰金融学会(SIBFP)

伊斯兰金融学会（SIBFP）创建于2014年，致力于伊斯兰金融学  

术理论研究、产业发展建设及公众产品推广，为全球华人提供伊  

斯兰金融最新中文资讯。

微信公众号：Islamic-finance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