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论坛
越来越受到重视，因此，它经常就会成为被操纵的对象，成为上
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不规范的重要因素。
从宏观调控看，笔者认为加大政府对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力
度，是解决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规范化的重要措施。因每个上

外资银行参与菲律宾市

市公司的上市审查与标准都是由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从转
变监管职能，充分体现连续性原则、可比性原则与效率性原则，
能行使政府职能对上市公司会计监管的，应是证券监督管理部

场的历程及其影响分析

门。由政府部门实施的对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其内容包括会计行

刘才涌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

为，也包括会计信息，还包括从事会计工作相关人员。这样做的
优点在于，能有效解决多个职能部门对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无主次
现象。能真正体现政府对上市公司监管的权威性，在进一步完善
法律、法规、制度体系的同时，能强化刚性法律、法规的硬约束。

［摘 要］ 外资银行大量进入菲律宾出现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
期，并已成为该国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探讨了外资银
行在菲律宾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分析了外资银行在菲律宾银行体

２．改革现行的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

系的地位和影响，
以期更好理解外资银行在发展中国家的经营状

我国现行的注册会计师社会独立性审计不强，执业水平低，

况和市场地位。

而且差别很大。为保证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独立性与审计质量，建
议采取下列措施：
（１）严格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标准和条件，
其成立的注册资
本金，应实行资产抵押制与担保抵押制。
（２）上市公司审计费用与
注册会计师审计业务收入脱钩。按上市公司经营规模等因素，由
证券监管部门按年度收取审计费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按所完成

［关键词］ 外资银行 菲律宾 影响
商业银行是菲律宾银行体系的核心，总资产约占银行业总资
产的 ９０％，它包括全能商业银行和普通商业银行两种类型。截至
２００５ 年末，菲律宾共有 ４２ 家商业银行，其中外资银行 １８ 家，从
数量比看，外资银行参与菲律宾市场的程度居亚洲新兴市场国家
前列，外资银行已成为菲律宾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的审计报告与其他相关部门对其审计报告质量的检验情况，向证

一、外资银行参与历程

券监管部门申领业务收入。
（３）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应实行按行政区

外资银行最早进入菲律宾可追溯到 １９ 世纪后半期，１８７２ 年，

划分分别行使审计业务，上市公司和注册会计事务所可双向选择

渣打银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 Ｂａｎｋ）
就设立了菲律宾分行。
菲律

业务来往。
（４）每年由证券监管部门对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报告进行

宾现有的 １８ 家外资银行，主要在两个阶段进入的：一是 １９４８ 年

质量检查，必要时对能够认真执法，严格履行注册会计师审计职

《银行法》通过之前，二是 １９９４《银行自由化法》通过之后。第

责，审计质量较高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由证券监管部门直接指

一阶段进入的老牌外资银行分别是渣打银行（Ｓ ｔ ａ ｎ ｄ ａ ｒ ｄ

派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对上市公司进行审计。
（５）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ＣｈａｒｔｅｒｅｄＢａｎｋ）
，
汇丰银行
（Ｔｈｅ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Ｂａｎｋｉｎｇ

出具的审计报告实行终身负责制，包括事务所本身及参与审计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Ｌｔｄ．，１８７５年进入）
，花旗银行
（Ｃｉｔｉｂａｎｋ，１９０２年进

个人。
（６）上市公司财务审计不应由一个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入）
，美国银行（Ｂａｎｋ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１９４７ 年进入）
。１９４８ 年《银

应定期更换。更换注册会计师事务所时，应由接替的另一注册会

行业法》标志着菲律宾银行业对外开放大门的关闭，这一状况持

计师事务所对其以前审计业务进行再审计。

续到 １９９４ 年。１９９４ 年 ５ 月菲律宾通过的《银行自由化法》重启了

３．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有关法律制度
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出发，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批露的时间、
方式等必须纳入法制化轨道加以规范。
（１）会计信息披露要及时、
充分，否则就存在着内幕交易的隐患，由此，给中小投资者带来
投资风险或直接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２）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应
随机抽样安排披露时间，取消现行的人为安排披露时间顺序现
象。
（３）上市公司年度报告应实行分部报告制。首先各上市公司应
统一披露时间、统一披露内容，统一披露媒体，简明扼要地向社
会披露概要年度会计报告，然后再按随机抽样披露时间顺序披露

银行业对外开放大门，这一阶段是外资银行大量进入的时期。
１９９５ 年以来，有 １４ 家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市场，约占外资银行
总数的 ７ ７ ． ８ ％。
二、外资银行在菲律宾市场的发展特征
１．数量增加迅速，总资产增长较快。１９９４ 年《银行自由化法》
的通过掀起了外资银行进入热潮。１９９５ 年～２００２ 年期间，新增外
资银行 １４ 家，占目前的 ４２．９％ 。同时，外资银行总资产增加较
快，由 １９９４ 年末的 ８６４ 亿比索提高到 ２００５ 年末的 ５８０５．５４ 亿比
索，增长 ５．７ 倍。
２．进入时间相对集中。新增的１４家外资银行集中在１９９５年～

年度报告内容。
（４）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要注重明晰性。目前，

２００２ 年期间进入，且自２００２ 年以来不再有新的外资银行进入。这

我国证券市场还是以中小投资为主体，这部分投资者的整体素质

是因为：一方面，１９９４ 年的《外资银行自由法》只允许新增 １０ 家

很低，对专业术语、技术指标等专业性很强的会计信息很难理解。

外资银行进入，而央行在 １９９５ 年就颁发 ７ 张牌照。另一方面，随

从公平竞争角度：从培育市场的理性投资角度；从保护中小投资

着亚洲金融危机对内资银行负面影响逐步减弱，通过收购内资银

者利益角度，要求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必须明晰易懂，必要

行来设立子行形式进入菲律宾市场的机会也大为减少。

时应对一些专业术语或指标做相应的通俗解释。

３．进入形式主要以分行形式为主。外资银行进入一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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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论坛
采取的最主要组织形式是分行、子行。就进入形式而言，东道国

给内资银行带来竞争压力，激发内资银行树立竞争意识。近几年，

通常更欢迎子行形式，因为：子行具备更多自有资本，增强经营

内资银行迫于压力已采取多项应对措施：加速并购活动、增加新

管理和防范经营风险的能力；子行行为具有更大独立性，更专注

技术投资、提高银行广告宣传、引入新产品和服务、拓展客户范

于东道国市场，经营活动与资金流动更稳定；子行经营管理团队

围等。Ｕｎｉｔｅ和Ｓｕｌｌｉｖａ（２００１）对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的实证检验

更趋于本土化，有利于东道国银行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

发现：外资银行进入导致内资银行营运效率得到改善，内资银行

三、外资银行在菲律宾银行业中的地位
１．市场份额。１９９５ 年前仅有四家外资银行进入菲律宾市场，

的营运费用在下降。
２．治理结构得到改善。
Ａｂｇｅｌｏ Ｕｎｉｔｅ和Ｍｉｃｈａｅｌ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
（２００１）

１９９５ 年末外资银行市场份额升至 １０％，随着外资银行参与程度持

研究发现：内资银行内部持股集中度在下降，平均内部持股比率

续增加，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对内资银行的负面冲击，外资银行市

由 １９９２ 年 ５５．３４％ 下降到 １９９８ 年的 ４３．２５％，其中，家族企业持

场份额逐步上升，在 ２００１ 年末达到最高值 １９％ 。此后新增外资

股比例下降明显。一是菲律宾近几届政府致力于推行市场化导向

银行的步伐逐步停止以及内资银行走出困境，外资银行市场份额

的经济改革，以及银行业自由化减少了企业寻租的机会，尤其是

明显下降，２００２ 年末跌至为 １４％。目前外资银行市场份额保持稳

家族企业，导致内资银行内部持股比率不断下降。二是过去在市

定，２００３ 年～２００５ 年期间各年末依次为 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５％。

场封闭环境下，家族企业在银行内部持股比率较高，形成关系型

２．存款占有率。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末，菲律宾商业银行吸收

银行，在家族式公司治理模式下，这些银行的利差高且盈利状况

的总存款为 ２６２１４．８４ 亿比索，其中，外资银行吸收的总存款为

好。然而随着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市场不断开放、竞争加剧，

３５０５．０６ 亿比索，占全部商业银行总存款的 １３．４％ ，考虑到外

这些银行受到的冲击最大。外资银行的进入推动了内资银行公司

资银行普遍分支网点大大少于内资银行，显示储户对外资银行有

治理结构的改善。

较高的认可度。
３．贷款占有率。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末，菲律宾商业银行发放的

３．完善菲律宾金融市场。外资银行的进入有助于培育菲律宾
金融衍生市场和其他发达国家特有的市场类型。这些市场在美国

总贷款为 １７３３４．６４ 亿比索，其中，外资银行总贷款为 ２９５０．８７ 亿

和欧洲有很长的发展历史，而在菲律宾仍处于起步或萌芽阶段。

比索，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贷款的 １７％。外资银行相比较于内资银

在这些领域，本地专家很少，外资银行进来后，这些专业知识可

行更愿意向市场提供资金，弥补了菲律宾经济增长的资金缺口，

以一手获得，或者通过互惠安排从外资银行母国获得。

实现了《银行自由化法》的重要立法目标，即吸收外资以促进经
济增长。

４．外资银行进入初期人才争夺激烈。外资银行的大量进入初
期，导致内资银行人才流失严重。人才流失不仅包括中高级管理

４．净资产回报率（ＲＯＥ）
。外资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分布不均

人才，而且包括基层管理人才。在部分外资银行与内资银行之间

衡，总体上优于内资银行。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末，在全部 ４２ 家商

甚至出现纯粹本地人才之间的对抗局面。长期来看，外资银行是

业银行净资产回报率排行榜中，前五位商业银行有四家外资银

有利于银行人才培养，例如内资银行的许多高级管理人员都曾受

行。但部分外资银行也出现净资产回报率为负排名靠后的情况，

过花旗银行菲律宾分行的培训。

有意退出菲律宾市场的美国银行、ＪＰ 摩根大通银行、新加坡大华
银行。
５．不良贷款率。外资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普遍低于内资银行。

５．内外资银行初步竞争领域集中在银行批发业务部门。受营
业网点少及央行的管制，外资银行总体上集中发展批发业务，在
公司存、贷款、投资银行及外汇交易等业务上与内资银行竞争激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末，１８ 家外资银行中，不良贷款率低于 ４％ 的有

烈。外资银行往往采取“摘樱桃”战略，争夺高端客户。基于外

１４ 家（其中 ５ 家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为零）
，剩余四家外资银行

资银行普遍回报率高于内资银行的事实，说明了外资银行这一战

的不良贷款率分别是：中国国际商业银行 ４．３４％，渣打银行 ６．４５％，

略较为成功，这也导致内资银行迫于竞争而选择非优质客户，部

大众银行 １１．１７％ 及大华银行 ５９．２５％。而同期，资产规模最大的

分内资银行甚至出现了贷款损失拨备金增加的势头。

前六家内资银行不良贷款率均超过 ５ ％ 。
６．发展不均衡。１９９５ 年前进入的四家外资银行，除美国银行

五、结束语
１９９４年菲律宾的《银行自由化法》重启外资银行进入的大门。

逐步撤离菲律宾市场外，花旗、汇丰和渣打银行已成为菲律宾最

随着菲律宾政府进一步推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开放政策，以及

大三家外资银行。在资产、贷款额和存款额三个指标上，花旗、

履行服务贸易总协定（ＧＡＴＳ）的相关规定，外资银行的市场份额

汇丰、渣打三家总和都分别占到全部外资银行的比重超过 ６０％。

将会有更大的提高。目前，菲律宾政府对外资银行的监管措施主

截至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底，花旗、汇丰、渣打三家银行资产总和占菲律

要有：
（１）停止向外资银行颁发新的营业执照，外资银行只能通

宾全部外资银行资产的 ６２．４６％，而这三家银行发放的贷款额占

过收购菲律宾现有银行方能进入；
（２）１９９５ 年后以分行形式进入

全部外资银行发放贷款总额的 ６５．８０％ 。

的外资银行，最多只能开设 ６ 个营业网点；
（３）外资银行收购当

四、外资银行对菲律宾银行体系的影响

地注册商业银行 １００％股权的有效期限为７年（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７年）
，

１．提高了商业银行效率。Ｃｌａｅｓｓｅｎｓ（２００１）等人的实证研究

此后，外资银行在当地注册商业银行的股权必须降至 ６０％ 以下；

发现，外资银行的进入提升了东道国银行体系效率，并且这种效

（４）外资所控制的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必须低于 ３０％。在现有的

率的提高在外资银行刚进入就会产生，与外资银行所占的市场份

监管条件下，外资银行不可能控制整个银行体系。可见，适当的

额没有太大关系。１９９５ 年以来，外资银行集中涌入菲律宾，明显

监管措施，东道国可避免外资控制本国银行体系。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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