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ＳＷＩＦＴ 系统: 美俄金融战的博弈点

许文鸿

【内容提要】 　 ＳＷＩＦＴ 系统是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一个信息交换系统ꎬ 以该

系统为支撑的银行卡支付功能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集中体现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

爆发ꎬ 美欧对俄罗斯采取了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多领域制裁ꎮ 其中金融制裁中最

极端的措施是切断俄罗斯的银行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ꎬ 从而打击俄罗斯银行卡

的支付系统ꎬ 对俄罗斯的对内对外经济活动造成一定的影响ꎮ 该措施虽然没有最

终实施ꎬ 但对俄金融体系的威胁成为俄罗斯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ꎮ 为反击美欧制

裁和保护本国金融安全ꎬ 俄罗斯迅速建立了本国的国家支付卡系统ꎬ 并建立了本

国的金融信息交换系统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委内瑞拉政局出现波动ꎬ 俄罗斯发行的银行

卡被冻结的情景再次发生ꎮ 本文系统分析美俄围绕 ＳＷＩＦＴ 系统博弈及前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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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后ꎬ “一超多强” 的国际格局依旧在延续ꎮ 每当国际局势动荡或某

些国家国内政局出现动荡时ꎬ 美国就借助其霸权地位对国际局势或他国国内政局

施加影响ꎬ 以此来促使形势朝着美国所期望的方向发展ꎮ 在美国影响国际或他国

国内局势的过程中ꎬ 军事或其他手段依旧起决定作用ꎬ 但受美国综合国力下降和

国内反战思潮等诸多因素的影响ꎬ 金融制裁逐渐成为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优先

选择工具①ꎮ
在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和 ２０１９ 年委内瑞拉政局动荡中ꎬ 美国的举动表明ꎬ 在

诸多金融制裁措施中ꎬ 借助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威力集中打击被制裁国家银行卡支付

功能是美国金融制裁措施中优先选择的招数ꎮ 将被制裁国家的金融机构与 ＳＷＩＦ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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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联系切断更是金融制裁中的 “极端措施”①ꎮ 由此ꎬ ＳＷＩＦＴ 系统成为当前

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制裁与反制裁的核心问题ꎮ 在实践中ꎬ 近年来先后出现了伊

朗、 朝鲜等国被切断与 ＳＷＩＦＴ 系统联系的事实ꎬ 俄罗斯也多次遭受被切断

ＳＷＩＦＴ 的威胁ꎮ 但时至今日ꎬ 有关制裁与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研究类文章还比较缺乏ꎮ
即使是在遭受 ＳＷＩＦＴ 系统严重威胁的俄罗斯ꎬ 也仅有瓦连京卡塔索诺夫

(В Катасонов) 等少数学者在网络评论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②ꎬ 系统的学术性文

章暂时也比较少见ꎮ
目前中国国内围绕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学术文章大多都是从应用金融学的角度ꎬ

从纯技术的角度来介绍 ＳＷＩＦＴ 系统ꎬ 如 «ＳＷＩＦＴ 在中国的发展和应用»③、 «银
行 ＳＷＩＦＴ 函电特点分析»④ 等ꎬ 但把金融制裁与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作为一种国

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案例ꎬ 并从国际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的文章尚少ꎮ 目前检

索到的文章中ꎬ 陈杭从开辟中俄贸易在国际结算上的新通路ꎬ 改变国际结算上高

度依赖欧美银行和 ＳＷＩＦＴ 组织的现状⑤ꎬ 李瑞华从 ＳＷＩＦＴ 系统作为构成美欧战略

贸易管制制度重要环节的角度进行过若干分析⑥ꎮ
综上所述ꎬ ＳＷＩＦＴ 系统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当前非常重要但缺乏深入研

究的课题ꎮ 本文将以美欧对俄金融制裁中围绕 ＳＷＩＦＴ 系统展开的制裁与反制裁

为背景ꎬ 以俄罗斯在 ２０１４ 年后采取的反制裁实际措施为案例ꎬ 系统阐述 ＳＷＩＦＴ
系统在当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 作用、 实际运作流程和在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生活

中的意义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影响ꎮ

一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全球影响力

在现代生活中ꎬ 银行卡是个人、 企业、 金融机构的账户等银行信息的承载介

质ꎮ 银行卡首先出现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美国ꎮ 战后日渐活跃的国际经济贸易活

动促进了国际金融的发展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ꎬ 随着电子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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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运用和推广ꎬ 金融与科技的结合越来越密切ꎬ 使得银行卡在

全球范围内得到迅速普及ꎮ 银行卡的出现使得传统的金融汇兑形式有了三种基本

的形式: 一是从卡汇到卡ꎻ 二是借助电传信息ꎬ 汇兑到卡ꎻ 三是在同一个体系

内ꎬ 通过简短的代码信息ꎬ 实现快速汇兑ꎮ 银行卡的普及不仅减少了现金和支票

的流通ꎬ 而且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ꎬ 使得银行支付系统的效率大大提高ꎮ 拥

有先进的银行卡支付体系是国家经济繁荣、 金融发达、 科技领先、 交易安全的标

志ꎬ 也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集中体现ꎮ
在此基础上ꎬ 金融发达且技术先进的美国、 日本等国家先后开发了本国独立

的支付卡系统、 金融信息交换系统ꎬ 这些系统不断拓展国际合作ꎬ 在国际市场逐

渐占据了重要份额ꎬ 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五大集团: 万事达卡组织 (Ｍａｓｔｅｒ Ｃａｒｄ)、
维萨国际组织 (ＶＩＳＡ)、 美国运通集团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ＪＣＢ 信用卡公司和

大莱 (Ｄｉｎｎｅｒ) 信用卡公司ꎮ 这五大集团是美、 日等发达国家自成体系的商业性

机构ꎬ 在自身能力较强的背景下积极拓展国际业务ꎬ 由此五大集团也有了国际支

付和传递国际金融信息的能力和业务ꎬ 并逐渐在国际金融领域掌握了垄断性的话

语权ꎬ 任何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要开展国际金融业务ꎬ 必须同其中一个或几个集

团建立业务联系ꎬ 从而与国际支付体系和金融信息交换系统联为一体ꎮ
正是在此背景下ꎬ 作为国际银行间同业自发合作的非营利组织ꎬ 环球同业银

行金融电讯协会 (ＳＷＩＦＴ) 于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成立ꎬ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ꎬ 几乎遍布

全球 ２１５ 个国家或地区ꎬ １ １ 万家金融机构①都逐渐加入该协会并成为该协会的

成员ꎮ ＳＷＩＦＴ 系统是当前国际金融机构中最为普及、 最为安全、 最为便捷的汇兑

体系ꎮ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ＳＷＩＦＴ) 总部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ꎬ 并在荷兰

阿姆斯特丹、 美国纽约分别设立两个交换中心 (ｓｗｉｆ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ꎬ 其主要设施包

括一个信息平台、 一套计算机代码系统和一套金融标准体系ꎬ 为各会员国专门设

有集线中心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成为国际银行业同业间的信息、 数据、 交

易和清算的枢纽中心ꎬ 这两个中心可以实时共享所有信息ꎮ ２００９ 年之后ꎬ 为了

加强对欧洲数据中心的保护ꎬ 在瑞士又成立了第三个交换中心ꎮ 此后ꎬ 欧洲的数

据存储在荷兰和瑞士中心ꎬ 跨大西洋数据则储存在美国和瑞士中心ꎮ ＳＷＩＦＴ 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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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资格①不仅体现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界的地位ꎬ 同时也可以有效地使用国际或

第三国的金融基础设施ꎮ 如果被切断与该系统的联系ꎬ 则意味着与国际金融体系

联系的彻底中断ꎬ 政府、 企业、 金融机构的直接或间接的资金往来将直接中断ꎬ
这将是当前任何国家、 企业和金融机构都难以承受的打击ꎮ

在 ＳＷＩＦＴ 系统内ꎬ 各会员银行间通过电文ꎬ 准确、 高效地相互联系ꎮ ＳＷＩＦＴ
的电文标准格式是国际金融机构相互交流的标准语言ꎮ 电文中区分各个不同银行

的方式是 ＳＷＩＦＴ 代码ꎬ ＳＷＩＦＴ 代码通常由 ８ ~ １１ 位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组成ꎮ
每个分支机构银行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代码②ꎮ ＳＷＩＦＴ 代码是由该协会提出并得

到 ＩＳＯ 认证的金融机构识别码ꎬ 是该组织的核心设施之一ꎮ
从会员来源来看ꎬ 全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金融机构都是该机构的成员ꎮ 从技

术角度来讲ꎬ 通过 ＳＷＩＦＴ 代码可以实现全球范围内 “点对点” 地快速资金拨付ꎻ
从业务量来讲ꎬ ＳＷＩＦＴ 的设计能力是每天传输 １ １００ 万条电文ꎬ 当前每日传送

５００ 万条电文ꎬ 这些电文划拨的资金以万亿美元计ꎮ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业务活动直接

和间接地对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巨大影响ꎮ 从机构属性上来说ꎬ ＳＷＩＦＴ
协会是世界各国会员金融机构共同拥有的私营股份公司ꎬ 按照该协会的章程和相

关法律应该由会员单位协同管理ꎮ 协会的股东由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代表组成ꎬ
由股东选出 ２５ 名执行股东组成执行股东会ꎬ 执行股东会为 ＳＷＩＦＴ 协会最高权力

机构ꎬ 由董事长领导ꎮ 同时ꎬ 由于其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ꎬ 该机构也在布鲁

塞尔登记注册ꎬ 其活动需遵守比利时的相关法律ꎬ 比利时的国家银行 (ＮＢＢ) 在

对 ＳＷＩＦＴ 协会日常活动监督中起主导作用ꎮ 同时ꎬ 由于比利时是欧盟成员ꎬ 因

此ꎬ 该协地也必须遵守欧盟的相关法律ꎮ 此外ꎬ Ｇ１０ 集团③的中央银行对 ＳＷＩＦＴ
协会的监督予以协助ꎮ 常理来讲ꎬ 由于上述因素ꎬ ＳＷＩＦＴ 系统应该受到欧盟的主

导ꎬ 但由于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地位ꎬ 加上美国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界的实

力强大和数量众多ꎬ 美国一直图谋获得 ＳＷＩＦＴ 的主导权ꎮ 美国财政部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就试图掌控 ＳＷＩＦＴ 的数据库ꎬ 但没有成功ꎮ “９１１” 事件之后ꎬ 美国的

金融安全和情报组织借助反恐为名ꎬ 逐步加强了对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控制能力ꎬ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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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其遵守美国相关要求ꎬ 如不遵守将受到美国的制裁ꎮ 这样ꎬ 从 ２０１１ 年起ꎬ 美

国国务院开始对该系统的数据实行监控ꎬ 美国财政部也开始将 “异常” 银行列

入黑名单ꎮ 一旦某个会员被列入了美国财政部的黑名单ꎬ 则全世界的银行都将中

止与该银行的资金往来ꎮ 自此ꎬ 借助在 ＳＷＩＦＴ 体系中逐步增强的主导权ꎬ 这个

国际金融机构自发构成的金融信息服务平台逐渐开始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ꎮ 美

国于 ２０１２ 年首次切断了伊朗同该组织的联系①ꎮ 随后ꎬ 美国不仅对 “敌对国家”
威胁使用该措施ꎬ 而且通过监控 ＳＷＩＦＴ 体系ꎬ 威胁与伊朗有经济联系的欧盟成

员国ꎮ 鉴于苏联解体后美俄关系持续恶化ꎬ 俄罗斯成为美国利用 ＳＷＩＦＴ 系统主

导权进行打击的主要潜在对象ꎮ

二　 俄罗斯银行体系与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

俄罗斯的银行体系是在原苏联银行体系上发展而来的ꎬ 主要分为两级: 即处

于管理层的俄罗斯中央银行 (俄罗斯银行)ꎬ 主要负责卢布的发行、 金融信贷政

策的制定、 监控通货膨胀、 监管商业银行等业务ꎻ 处于第二级的是所有商业银

行ꎬ 根据其业务性质可分为专业类银行和综合类银行ꎮ 专业类银行只提供一定种

类的服务或只从事一种业务ꎻ 综合性银行则可以从事信贷、 结算、 财务等所有

业务ꎮ
１ 俄罗斯中央银行ꎮ 俄罗斯独立后ꎬ “俄罗斯联邦国家银行” 改名为 “俄罗

斯联邦中央银行”ꎬ 即现在的 “俄罗斯银行”②ꎮ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 俄罗斯总统

普京签署了国家杜马于同年 ６ 月 ２７ 日通过的 «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法»ꎬ 该法规

定了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地位、 权利、 功能和职权范围ꎮ 俄罗斯央行的基本职能包

括: (１) 卢布的发行ꎬ 保障卢布币值及卢布对外币购买力的稳定ꎻ (２) 保障货

币流通ꎬ 清算以及货币监管ꎻ (３) 俄罗斯银行系统的监管ꎬ 制定并监督信贷政

策ꎻ (４) 建立存款保障机制ꎬ 树立存款人对银行的信任ꎻ (５) 公开市场操作ꎻ
(６) 对商业银行进行再贷款ꎻ (７) 外汇管理等③ꎮ

１２

①
②

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伊朗 ３０ 多家金融机构被切断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ꎮ
俄罗斯的央行是俄罗斯银行 ( Банк России)ꎬ 俄罗斯还有一家商业银行叫俄罗斯银行 ( Банк

Россия)ꎬ 总部位于圣彼得堡ꎮ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１０ июля ２００２ года № ８６ － ФЗ " О Центральном банке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Банке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ｂｒ ｒ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ｆｉｌｅ / ３６３３８ / ｌａｗ＿ ｃｂ 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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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俄罗斯的商业银行ꎮ １９９２ 年初ꎬ 俄罗斯开始了激进的 “休克疗法” 改革ꎬ
放开了对私人资本 (包括外资) 建立银行的限制ꎬ 法律上允许建立任何所有制

形式的银行ꎬ 并且准入条件非常宽松ꎬ 这就造成了银行数量的快速增加ꎮ 此后ꎬ
银行系统先后经历了多次危机ꎬ 其中包括 １９９５ 年 ８ 月的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危机、
１９９８ 年 ８ 月爆发的金融危机、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的银行体系信任危机、 ２００８ 年波及全

球的金融危机等ꎮ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 俄罗斯各类银行的数量由高峰时期的

３ ０００多家 (１９９５ 年) 缩减到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的约 ４３８ 家左右①ꎮ 目前俄商业银行类

型有:
(１) 国家所有或控制的银行ꎮ 如储蓄银行 (Сбербанк)、 对外贸易银行

(ВТБ) 等ꎮ 在这类银行中ꎬ 俄罗斯政府持有的股份超过 ５０％ ꎮ 在经历私有化改

革之后ꎬ 俄罗斯国有银行数量不断减少ꎬ 截至目前ꎬ 俄政府还拥有 １７ 家国有银

行②ꎮ 这些银行尽管数量少ꎬ 但均属大型银行ꎬ 在俄罗斯银行体系中占有的比重

仍远高于其他类型的银行ꎮ
(２) 外资银行ꎮ １９９５ 年ꎬ 欧盟代表团说服时任总统叶利钦取消外国银行进

入俄罗斯市场的限制后ꎬ 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俄罗斯市场ꎮ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ꎬ 俄罗斯

央行取消外资占法定资本的比例要求ꎬ ２００６ 年又允许外资购买俄信贷机构的股

份ꎮ 这样ꎬ 外资基本获得了更多在俄合法经营的权利ꎮ 到 ２０１９ 年ꎬ 外资在俄罗

斯控制的银行有 ６５ 家③ꎬ 在俄罗斯银行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３) 大型私人银行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ꎬ 俄罗斯有私人银行 ３２２ 家④ꎮ 其中最大

的 ２００ 家银行 (剔除其中的国有银行和外资控制银行后) 都属于大型私人银行ꎮ
(４) 莫斯科地区的中小银行ꎮ 总部设在莫斯科地区ꎬ 规模较小的银行机构ꎮ
(５) 地方性中小银行ꎮ 总部设在莫斯科以外地区ꎬ 规模较小的银行机构ꎮ
(６) 非银行信贷机构ꎬ 不能吸收存款的信贷类机构ꎮ
在上述诸多类型的银行中ꎬ 拥有发银行卡职能的银行主要集中在上述前三类

银行中ꎬ 其余银行或有权发放部分具有特殊功能的卡ꎬ 但基本可以忽略不计ꎮ 如

２２

①
②

③

④

Список банков России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ｋｉ ｒｕ / ｂａｎｋｓ /
这 １７ 家银行分别是: Сбербанкꎬ ВТБꎬ Промсвязьбанкꎬ Трастꎬ Россельхозбанкꎬ ФК "Открытие" ꎬ

Связь － Банкꎬ Российский Капиталꎬ Почта банкꎬ Крайинвестбанкꎬ РНКБ Банкꎬ МСП Банкꎬ Росгосстрах
Банкꎬ Росэксимбанкꎬ 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ый Банкꎬ ОИКБ " Русь" ꎬ Новикомбанк

Список банков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 капиталом в России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ｋｏｄｒｏｍ ｒｕ / ｉｎｏｓｔｒａｎｎｙｅ －
ｂａｎｋｉ － 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ｓｐｉｓｏｋ /

Список частных банков в России ２０１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ｋｏｄｒｏｍ ｒｕ / ｓｐｉｓｏｋ － ｃｈａｓｔｎｙｈ － ｂａｎｋｏｖ －
ｒｏｓｓｉ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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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ꎬ 俄商业银行为了开展国际业务ꎬ 都先后同五大集团之一

或全部进行了设备联通和业务合作ꎬ 也作为成员先后加入了国际金融机构的自发

组织 ＳＷＩＦＴ 系统ꎮ ２０１４ 年之前ꎬ 在俄罗斯诸多金融机构中ꎬ 先后有超过 ６００ 家

金融机构加入了 ＳＷＩＦＴ 系统ꎬ 这意味着包括俄罗斯央行和上述前四类金融机构

都与 ＳＷＩＦＴ 系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ꎮ

三　 美国对俄制裁: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使用

２０１４ 年乌克兰危机后ꎬ 西方对俄罗斯开始实施包括经济、 金融、 国防和能

源等多领域的制裁ꎮ 其中金融领域的制裁是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对俄罗斯的 ７ 家银行所

发行的银行卡进行制裁ꎮ 该制裁由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第 １３６６１ 号行政令下

达ꎬ 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 (ＯＦＡＣ) 负责并宣布①ꎬ 该行政令先下

达到维萨卡和万事达总部ꎬ 经过这两大组织内部流程下达到两大组织在俄罗斯注

册的公司法人并开始实施ꎮ 受到影响的是与维萨卡和万事达卡组织联通的 ７ 家俄

罗斯银行②ꎬ 这 ７ 家银行发行的约 ５０ 万张信用卡和借记卡的支付功能被冻结ꎬ 其

中涉及俄罗斯的 ４ 家发卡银行: 俄罗斯银行 ( Банк Россия) 和它的子行

Собинбанкꎬ СМП Банк、 投资资本银行 (Инвесткапиталбанк)③ 和 ３ 家协助结

算的银行ꎮ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亲信罗滕贝格兄弟控制的 СМП банк 银行曾是俄罗斯银行

３０ 强之一ꎬ 在此次制裁中也是最为敏感的银行之一ꎬ 该行发行了 １７ 万张与维萨

卡和万事达卡组织有联系的银行卡ꎮ ２０１４ 年西方对俄制裁措施启动后ꎬ 在没有

任何事先通知的情况下ꎬ 五大集团中的维萨卡和万事达卡组织突然中止了这家银

行所发行银行卡的支付功能服务ꎮ 该家银行发行的银行卡的转账、 支付等功能突

然被冻结ꎮ 于是ꎬ 在 СМП Банк 银行出现了恐慌挤兑ꎬ 在制裁实施的最初两天

内ꎬ 该银行客户就从储蓄账户中提取了近 １０ 亿卢布ꎬ 占该行储蓄资金的 ２３％ ꎮ

３２

①

②

③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ꎬ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ｎｅｒ Ｃｉｒｃｌｅꎬ Ａｎｄ Ａｎ Ｅｎｔｉｔｙ
Ｆｏ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ｋｒａｉｎｅ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ｓ － ｃｅｎｔｅｒ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Ｐａｇｅｓ /
ｊｌ２３３３１ ａｓｐｘ

这 ７ 家银行包括莫斯科银行 ( Банка Москвы)、 俄罗斯外贸银行 ( ВТБ)、 俄罗斯农业银行
(Россельхозбанк)ꎮ

Ｖｉｓａ была обязана приостановить доступ к своей сети для ４ банков РФ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ｔｅｒｆａｘ ｒｕ /
ｗｏｒｌｄ / ３６６３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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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裁导致的恐慌性挤兑现象在俄罗斯其他各大银行都开始出现ꎬ 短时期内俄罗斯

的各大银行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ꎮ
美国通过维萨卡和万事达卡组织对俄罗斯部分银行卡支付功能的制裁直接打

击了俄罗斯人在国内国外的经济活动:
———俄罗斯客户被迫减少国外出行ꎬ 直接导致商业活动陷入停滞ꎻ
———在国外交易中大量使用现金ꎮ 俄罗斯客户出境时随身携带大量现金既不

方便也不安全ꎬ 因为欧盟各国对游客入境时携带现金有一定数量的限制ꎮ 在西方

国家已经形成了 “俄罗斯人 (包括法人或自然人) 都有原罪” 这种先入为主的

印象ꎬ 似乎凡是来自俄罗斯的资金都同贪污、 腐败、 洗钱、 资助恐怖主义、 颠覆

美国、 认同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领土、 支持普京等等紧密相连ꎬ 这使得欧洲国家

可以在入境时罚没俄罗斯游客的资金等ꎮ
———使用国外银行账户支付ꎮ 为了帮助俄罗斯人在对内对外经济活动的紧急

需求ꎬ 回避这些制裁ꎬ 俄罗斯央行列出一个 １１ 家不受制裁影响的在俄罗斯经营

的西方银行名单ꎬ 如 Юникредит、 Райффайзенбанк、 Росбанк 等ꎬ 这些都是西方

银行的分支机构ꎬ 但从法律上讲ꎬ 这些金融机构都是在俄罗斯注册的法人ꎬ 它们

发行的银行卡也不能免于美国的制裁ꎮ 只有英国的巴克莱银行 (Ｂａｒｃｌａｙｓ Ｂａｎｋ)、
美国的摩根大通银行 (ＪＰ 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① 等纯外资银行发行的银行卡可以不受

制裁ꎮ 但这些西方银行要求开户资产额比较高ꎬ 并且ꎬ 在这些银行开户时要求收

入来源清晰合法ꎮ 这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迅速发达起来的俄罗斯新贵阶层是一道

门槛ꎮ
在此背景下ꎬ 俄罗斯人最安全的方式就是被迫减少国外出行ꎮ 但这严重影响

到了俄罗斯人对内对外的经济活动ꎬ 影响了俄罗斯的国际经济交流和外贸活动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制裁中出面采取措施的仅仅是五大集团中的维萨卡和万事达组

织ꎮ 更让俄罗斯人担忧的是ꎬ 在制裁之初ꎬ 美国也曾想借助 ＳＷＩＦＴ 系统来直接

切断同俄罗斯的联系ꎬ 以加强制裁的效果ꎬ 扩大制裁的影响ꎮ 从前文叙述可知ꎬ
ＳＷＩＦＴ 协会尽管受到美国的压力ꎬ 但是该组织的管理层对协会的决策有着较大的

影响ꎮ ＳＷＩＦＴ 协会的多数从业人员从该组织的长远发展着眼ꎬ 反对将 ＳＷＩＦＴ 系

４２

① 巴克莱银行 (Ｂａｒｃｌａｙｓ Ｂａｎｋ) 成立于 １６９０ 年ꎬ 总部设在英国伦敦ꎬ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银行及金融
机构之一ꎮ 巴克莱银行是全世界第一家拥有 ＡＴＭ 机的银行ꎬ 并于 １９６６ 年发行了全英第一张信用卡ꎬ １９８７
年发行了全英第一张借记卡ꎮ 摩根大通 (ＪＰＭｏｒｇａｎ Ｃｈａｓｅ) 是一家跨国金融服务机构及美国最大的银行之
一ꎬ 业务遍及 ６０ 多个国家ꎬ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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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转变为美俄进行对抗的工具ꎬ 希望保持 ＳＷＩＦＴ 的政治中立和专业属性ꎮ 最终ꎬ
ＳＷＩＦＴ 认为美国 “切断同俄罗斯金融机构联系” 的建议ꎬ “侵犯会员权利ꎬ 损害

相关方利益”ꎬ 没有采取行动①ꎮ
而关于将俄罗斯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切断联系的设想ꎬ 自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曾先

后有过多次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曾有媒体报道ꎬ 英国曾建议将俄罗斯禁止在 ＳＷＩＦＴ 之

外ꎬ 但没有得到欧洲国家的支持②ꎻ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波兰外交部长在华沙同英国外

交部长菲力普哈蒙德联合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 “在制裁的选项中有多种选

择ꎬ 切断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将是一件对各方都有损害的 ‘核武器’”ꎬ “是一项

非常极端的措施”③ꎻ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俄罗斯储蓄银行首席执行官格列夫认为ꎬ 国

际社会不会走到如此极端地步 (切断俄罗斯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④ꎻ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俄罗斯与乌克兰在刻赤海峡发生纠纷时ꎬ 美国驻乌克兰大使沃尔克在 “美国

之音” 的一次评论中再次提出切断俄罗斯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⑤ꎬ 但也没有得到

各方的支持ꎮ
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的这次制裁措施中ꎬ 将俄罗斯的金融机构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切断

的极端措施一再被提起ꎬ 虽然没有实施ꎬ 但这种威胁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

悬在俄罗斯的上空ꎮ 如何预防和避免这种情景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形成的潜在威

胁ꎬ 成为俄罗斯必须要思考和解决的迫切问题ꎮ

四　 俄罗斯的应对措施

鉴于 ＳＷＩＦＴ 系统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重要性和西方一再拿 ＳＷＩＦＴ 系统来威胁

俄罗斯ꎬ 为应对美欧针对俄罗斯金融支付系统的定向制裁ꎬ 俄罗斯开始积极采取

一系列措施ꎬ 以保护俄国银行及客户免受制裁措施的影响ꎮ
１ 建立本国的国家支付体系ꎮ 鉴于上述潜在威胁ꎬ 俄罗斯政府决定建立由

５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ｂａｎｋｓ ｒｅａｄｙ ｔｏ ｓｗｉｔｃｈ ｏｆｆ ＳＷＩＦＴ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ｔ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４１８６６５ － ｒｕｓｓｉａ －
ｂａｎｋｓ － ｒｅａｄｙ － ｓｈｕｔ － ｓｗｉｆｔ /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ＦＴ ｔａｎｔａｍｏｕｎｔ ｔｏ ａｔｏｍｉｃ ｗｅａｐｏｎ － Ｐｏｌ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ｈｔｔｐ: / / ｔａｓｓ
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７８１４８２

Ｉｂｉｄ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ＦＴ ｕｎｌｉｋｅｌｙ ｈｔｔｐ: / / ｔａｓｓ 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１０００２８５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Ｂａｎｋｓ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ＳＷＩＦＴ ｏｖｅｒ Ａｚｏｖ Ｓｅａ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Ｕ Ｓ Ｅｎｖｏｙ ｈｔｔｐｓ: / /

ｒｕｓｓｉａ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ｄａｙ ｃｏ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ｙ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ｂａｎｋｓ － ｃｏｕｌｄ － ｂｅ － ｄｉ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 ｆｒｏｍ － ｓｗｉｆｔ － ｏｖｅｒ － ａｚｏｖ － ｓｅａ －
ｔｅｎｓｉｏｎｓ － ｕ － ｓ － ｅｎｖｏ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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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央行为主体的本国的国家支付系统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５ 日ꎬ 俄罗斯杜马通过并

经普京总统签署了 “关于国家支付卡系统” 的法案①ꎬ 确立该系统的运行主体和

结算中心为俄国家支付卡系统股份公司 (АО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платёжных
карт”)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ꎬ 俄国家支付卡系统股份公司正式成立ꎬ 由俄央行全

资拥有ꎮ 该系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一个操作和支付中心ꎬ 处理俄罗斯境内的银行

卡业务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经过在全俄范围内的招标ꎬ 最终确定了 “米尔” 作为其

名称和标志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ꎬ 加入该系统的俄罗斯银行共有 ３１２ 家ꎮ
俄罗斯国际支付系统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开始发行第一批符合俄罗斯本国

支付系统标准的银行卡ꎬ 即 “米尔卡”②ꎮ 为推行米尔卡ꎬ 俄罗斯政府颁布相关

规定ꎬ 要求凡是俄罗斯国家财政预算内的人员的工资、 退休金等相关款项必须通

过米尔卡支付ꎮ 在俄罗斯政府的大力支持下ꎬ 米尔卡的发行量在短期内迅速增

加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 米尔卡的发行量超过 ５００ 万张ꎬ 到 ７ 月就超过 １ ０００ 万张ꎮ 截

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米尔卡的发行量达到 ５ ４００ 万张ꎬ 在俄罗斯市场上米尔卡的市场

占有率超过 ２０％ ③ꎮ 目前ꎬ 已经有 １６０ 家俄罗斯银行发行米尔卡ꎮ 预计到 ２０１９
年年底ꎬ 米尔卡的发行量将达到 ６ ７００ 万张ꎬ 使用范围将进一步扩大ꎮ 俄罗斯银

行的统计数字也显示了 “米尔” 支付系统的发展速度ꎬ ２０１５ 年这一数字为 ２６ 亿

卢布ꎬ ２０１８ 年猛增到 １１８ 亿卢布ꎮ
２ 加强国际合作ꎬ 积极开拓国际市场ꎮ 俄罗斯国家支付卡系统除了计划在

俄国内发展外ꎬ 还计划同国外金融机构合作发行联名卡以开拓国际市场ꎮ 如前所

述ꎬ 新发行的卡要想与国际金融机构相联系ꎬ 就必须与五大集团建立联系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俄天然气工业银行 (Газпромбанк) 开始发行米尔—万事达联名卡ꎮ
截至目前ꎬ 俄罗斯境内已经发行有米尔—万事达卡 (ＭＩＲ － Ｍａｓｔｅｒ)④、 米尔—运

通卡 ( ＭＩＲ － ＥＸ)、 米尔—日财卡 ( ＭＩＲ － ＪＣＢ)、 米尔—银联卡 ( ＭＩＲ －

６２

①

②

③

④

О внесении изменений в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латежной системе" и отдельны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ые акт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ꎬ ｈｔｔｐ: / / ｐｒａｖｏ ｇｏｖ ｒｕ / ｐｒｏｘｙ / ｉｐｓ / ? ｄｏｃｂｏｄｙ ＝ ＆ｎｄ ＝ １０２３４９６０８

第一批发卡行包括天然气工业银行 (Газпромбанк)ꎬ МДМ Банкꎬ 莫斯科工业银行 (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й Банк)ꎬ 俄罗斯 (Россия)ꎬ 通信银行 (Связь Банк)ꎬ СМП Банк 等 ７ 家银行ꎬ 随后储蓄
银行 (Сбербанк) 也加入ꎮ

Доля карт " Мир" на российском рынке превысила 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ｋｉ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ｌｅｎｔａ / ? ｉｄ
＝ １０８９４５７１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ꎬ 天然气工业银行 ( Газпромбанк) 发行米尔—万事达联名卡ꎮ 与此同时ꎬ МДМ
Банкꎬ Московский Индустриальный банкꎬ РНКБ Банкꎬ Банк " Россия" ꎬ Связь － Банк и СМП Банк ꎬ
Сбербанк 也都先后开始发行米尔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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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ｏｎｐａｙ) 等多种联名卡①ꎮ 与此同时ꎬ 俄罗斯国家支付卡系统还与时俱进ꎬ 积

极采用最先进技术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通过米尔卡完成了第一笔网购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米尔卡系统的电子支付功能得到进一步加强ꎬ 目前已经可以支持谷歌支付

(Ｇｏｏｇｌｅ Ｐａｙ) 等ꎮ
此外ꎬ 俄罗斯国家支付卡系统公司还不断拓展国际市场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国家支付卡系统公司同越南支付系统 ＢａｎｋｎｅｔＶＮ 签署了备忘录ꎮ 目前ꎬ 米尔

卡在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已经能够使用ꎮ 俄罗斯计划未来将米尔卡支付系统

扩展到欧亚经济联盟所有成员国ꎮ 此外ꎬ 在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的部分银行也已

经开始对俄罗斯的米尔卡提供服务ꎮ 预计到 ２０１９ 年底ꎬ 米尔卡可以在 １２ 个国家

(其中包括乌兹别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阿塞拜疆、 保加利亚等) 使用②ꎮ 米尔

卡正式成为俄罗斯支付卡系统的主要支付工具ꎮ
３ 将国际发卡行在俄罗斯的行为纳入俄国家支付卡系统ꎮ 在积极打造防御

措施的同时ꎬ 俄罗斯也采取了主动进攻的措施ꎮ 对目前在俄罗斯市场上流通的各

种国际银行卡ꎬ 俄罗斯政府不打算采取禁止措施ꎮ 俄罗斯央行采取的措施只是让

在俄罗斯进行的交易尽量本地化ꎮ 至于俄罗斯境内流通的维萨卡、 万事达卡和其

他国际支付系统的银行卡ꎬ 俄罗斯央行对所有技术和备选方案进行了研究ꎬ 认为

可以继续流通ꎬ 但在俄罗斯境内同时保留数个业务和清算中心不合时宜ꎮ 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建立了俄罗斯统一的清算中心ꎮ 国际发卡行必须在同俄罗斯国家支付

卡系统签署新的合作协议后ꎬ 将它们的交易也纳入俄罗斯国家支付系统才可以继

续交易ꎮ 同时规定ꎬ 维萨卡、 万事达卡和其他国际支付系统的银行卡必须通过俄

罗斯国家支付卡系统进行维护③ꎬ 由此ꎬ 将国外发卡行在俄罗斯的行为纳入了俄

本国国际支付系统的管理范围之内ꎮ
４ 建立本国的金融信息交换系统ꎮ ＳＷＩＦＴ 系统本质上是一种国际金融信息

的交换系统ꎮ 为从根本上解决 ＳＷＩＦＴ 系统对俄罗斯的威胁和影响ꎬ 俄罗斯央行

自 ２０１４ 年年底年开始启动本国的金融信息交换系统 ( Системы передачи
финансовых сообщенийꎬ СПФС) 系统ꎮ СПФС 系统与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操作原理

７２

①

②

③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发行了米尔———日财卡 (ＭＩＲ － ＪＣＢ)ꎻ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同中国银联发行了米尔———银
联联名卡ꎮ

НСПК прогнозирует эмиссию карт " Мир" к концу ２０１９ года до ６７ млн штук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ｋｉ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ｌｅｎｔａ / ? ｉｄ ＝ １０８９４５７１

Ｖｉｓａ и Ｍａｓｔｅｒ Ｃａｒｄ согласились на процессинг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латежной системы ｈｔｔｐｓ: / / ｌｅｎｔａ ｒｕ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１３ / ｖｉｓ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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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相似ꎬ 以此来减少俄罗斯用户的使用习惯和担心ꎮ 该系统于 ２０１５ 年投入应

用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使用该系统的俄罗斯企业有 ４０３ 家ꎬ 作为在俄罗斯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被切断后的替代方案ꎮ 目前ꎬ СПФС 系统主要还是在俄罗斯国内的金

融机构间使用ꎬ 其国际金融业务量还没有开展ꎮ 俄罗斯目前在通过多种方式大力

推动该系统的应用ꎬ 其中包括降低费用ꎬ 通过立法加强俄罗斯国内金融机构同

СПФС 的联系等ꎮ 在国际上ꎬ 俄罗斯也在逐步加强同中国、 土耳其、 伊朗等国的

联系ꎬ 希望推动该系统在国际范围的广泛应用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在上合组织比什凯克

峰会上ꎬ 在同中国、 蒙古国领导人的会见中ꎬ 俄罗斯方面也提到了这一问题ꎮ 如

果 СПФС 系统能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普遍应用ꎬ 那么ꎬ 即使俄罗斯被切断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ꎬ 对俄罗斯经济所产生的影响也将在可控范围之内了ꎮ
５ 与其他国际合作机制相协调ꎬ 共同应对挑战ꎮ 如上所述ꎬ 俄罗斯在金融

领域内抓住美国制裁所提供的机遇ꎬ 迅速地建立了本国的国家支付体系、 金融信

息交换系统ꎬ 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俄罗斯对自身的金融体系防护和安全ꎬ 对美欧

等国的制裁予以相应的回击ꎬ 而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ꎮ 同时ꎬ 还在战略层面上

积极加强同其他国际合作机制的协调ꎬ 共同应对美国、 欧洲通过切断 ＳＷＩＦＴ 系

统对俄罗斯的冲击和影响ꎮ
由于美国频频对别国威胁 “切断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ꎬ 而且伊朗、 俄罗

斯、 朝鲜、 委内瑞拉等国①在事实上已经遭受了美国的这种制裁ꎬ 因此ꎬ 许多国

家都开始探索摆脱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束缚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 除了俄罗斯的 СПФС 系

统外ꎬ 国际上还先后出现了两种可以替代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方案:
其一是中国的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ꎬ 即 ＣＩＰＳ 系统ꎮ 中国的人民币跨境支

付系统开始于 ２０１５ 年ꎬ 旨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人民币已成

为第五大最活跃的国际支付货币ꎬ 仅次于美元、 欧元、 英镑和日元ꎮ 截至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ꎬ ＣＩＰＳ 系统共有 ３１ 家直接参与者ꎬ ８４７ 家间接参与者ꎬ 其中包括亚洲

６５０ 家 (含境内 ３６５ 家)、 欧洲 １０５ 家、 北美洲 ２５ 家、 大洋洲 １８ 家、 南美洲 １６
家、 非洲 ３３ 家②ꎮ

其二是欧盟的 “贸易互换支持工具”ꎬ 即 ＩＮＳＴＥＸ 系统ꎮ 当美国威胁要切断与

８２

①

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 伊朗 ３０ 多家金融机构被切断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ꎻ 俄罗斯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被从维
萨、 万事达卡系统切断ꎻ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８ 日ꎬ 朝鲜因为继续实施核计划而被切断与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ꎻ 委内
瑞拉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被维萨卡和万事达卡切断联系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ｐｓ ｃｏｍ ｃ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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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开展贸易联系国家同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后ꎬ 欧洲国家也开始启动了跨境支付

系统ꎮ 欧洲版的跨境支付系统开始于 ２０１８ 年ꎬ 起初名叫 ＳＰＶ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ꎬ 随后改名为 “贸易互换支持工具” (ＩＮＳＴＥＸ －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ꎮ 该系统主要供所有欧盟成员国在与伊朗开展贸易活动时使用ꎮ
目前看来ꎬ 这个系统的操作原理暂时还只是个易货贸易平台①ꎮ 而且ꎬ 该系统的

交易产品主要集中在人道主义领域、 农产品、 医药、 医疗设备等ꎬ 不包括伊朗的

石油出口ꎮ 伊朗的出口主要依赖石油出口ꎬ 不包括石油出口的支付系统对伊朗的

实际意义不大ꎮ 而且ꎬ 在美国与伊朗持续对立的背景下ꎬ 伊朗有可能退出全面核

禁试条约ꎮ 如果美伊对立持续加剧ꎬ 伊朗退出该条约ꎬ 那么这个系统的命运就不

知如何了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俄罗斯表示愿意加入 ＩＮＳＴＥＸ 系统ꎬ 并提议将伊朗出口

的石油加入该系统ꎬ 为该系统的命运更增添了不可知因素ꎮ
此外ꎬ 在金砖组织成员的共同努力下ꎬ 金砖国家已经成立了金砖开发银行以

及外汇储备基金ꎬ 现在开始铺设金砖光纤电缆以确保网路通信安全ꎮ 金砖国家之

间光纤电缆的铺设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在高度战略互信的基础上ꎬ 在金融、 货币、
通讯、 信息、 网络等方面的合作达到新的高度ꎬ 这必将对新的国际金融信息交换

的构建注入新的活力ꎮ

五　 委内瑞拉事件: 对俄罗斯金融体系稳固性的新检验

通过近五年的努力ꎬ 俄罗斯建立了本国的银行支付体系、 金融信息交换体

系ꎬ 在保护本国的金融安全、 防范美国借助国际金融霸权的威胁方面取得了一定

成就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委内瑞拉的政局动荡再次将俄罗斯国家支付卡系统的安全问题

提到世人面前ꎮ
为了控制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和打击拉美的左派力量ꎬ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

裁逐步加强ꎮ 为了躲避制裁、 解决国内的通货膨胀ꎬ ２０１８ 年委内瑞拉发行了加

９２

① 假设一家法国企业想要购买伊朗的特产藏红花ꎬ ＩＮＳＴＥＸ 会协助寻找另一家要给伊朗出口机床的
德国企业ꎬ 将两组交易合并进行ꎬ 当法国企业买入伊朗藏红花ꎬ 且德国企业又向伊朗出售机床时ꎬ 法国购
买藏红花的钱ꎬ 就能转入德国企业的账户ꎬ 作为德国企业出售机床的收入ꎬ 因此ꎬ 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
一个易货贸易平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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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货币 “石油币” (Ｐｅｔｒｏ)ꎮ 俄罗斯 “欧洲金融莫斯科人民银行”① 成为委内瑞

拉 “石油币” 的主要金融支持者ꎬ 投资者可通过石油币在该行账户上向委内瑞

拉汇款ꎮ 马杜罗政府原本希望借助本国丰富的石油资源、 “石油币”、 俄罗斯银

行的背书 (俄罗斯银行的支付系统、 金融信息交换系统) 可以躲避美国的制裁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ꎬ 委内瑞拉的局势继续恶化②ꎮ ３ 月 １１ 日ꎬ 以支持委内瑞拉国有石油

公司 (ＰＤＶＳＡ) 为名ꎬ 美国财政部对支持马杜罗的俄罗斯欧洲金融莫斯科人民

银行实施单边制裁③ꎮ 该制裁令禁止美国公民及在美国境内同该行进行任何交

易ꎮ ３ 月 １３ 日ꎬ 维萨卡和万事达卡组织吊销了欧洲金融莫斯科人民银行的会员

资格④ꎮ
美国对俄罗斯欧洲金融莫斯科人民银行的制裁禁止的仅仅是美国公民或在美

国境内同该行的任何交易ꎮ 迫于美国的影响和压力ꎬ 美国的诸多盟国也不承认马

杜罗政府ꎬ 并先后参与该项制裁ꎮ 制裁的实际结果是导致俄罗斯欧洲金融莫斯科

人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卡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俄罗斯境内ꎬ 甚至在该行自己的

ＡＴＭ 机上都无法使用ꎮ 按照正常逻辑ꎬ ２０１５ 年俄罗斯国家支付卡系统建立后ꎬ
俄罗斯欧洲金融莫斯科人民银行的支付卡系统作为俄国家支付系统的一部分应当

受到该系统的保护ꎮ 但俄罗斯 “国家支付卡系统” 管理层宣称ꎬ 俄罗斯国家支

付系统处理付款的程序 “一切正常”ꎬ 是银行卡承包商的 ＰＳＣ Ｃａｒ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有限公

司停止了服务ꎮ 相关专家对 ＰＳＣ Ｃａｒ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有限公司进行了 “飞行检查”ꎬ 回复

是 “技术性原因”ꎮ 实际上ꎬ ＰＳＣ Ｃａｒ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公司是同维萨卡、 万事达卡公司合

作的一家公司ꎮ 一旦这两个组织停止了服务ꎬ 它也就中止了服务ꎮ ＰＳＣ
Ｃａｒ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作为一家金融技术服务公司ꎬ 负责为俄罗斯境内的 １００ 多家银行提

０３

①

②

③

④

欧洲金融莫斯科人民银行 (Ｅｖ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ｓｎａｒｂａｎｋ) 总部设在莫斯科的一家俄委合资银行ꎮ ２００３
年底ꎬ 由 “欧洲金融银行” 和 “莫斯科人民银行” 合并而成ꎬ 后改为现名ꎮ 主要用以资助 ２００９ 年乌戈
查韦斯担任委内瑞拉总统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３ 年) 期间的联合项目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在 Ｉｎｔｅｒｆａｘ － ＣＥＡ 排
名中ꎬ Ｅｕ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ｓｎａｒｂａｎｋ 按资产计算在俄罗斯银行排名第 ９１ 位 (５４９ 亿俄罗斯卢布)ꎮ 委内瑞拉发展
基金 (Ｆｏｎｄｅｎ) 拥有 ４９ ９９％的股份ꎬ 俄罗斯石油天然气银行 (Ｇａｚｐｒｏｍｂａｎｋ) 及其下属机构 (Ｎｏｖｆｉｎｔｅｋｈ)
持有 ２５％ ＋１ 的股份ꎬ 俄罗斯外贸银行和其海外分支机构 ＩＴＣ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持有 ２５％ ＋ １ 的股份ꎮ 该行在北
京设立了代表处ꎬ 与中国工商银行在香港交易所进行 ＩＰＯ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美国副总统彭斯给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瓜伊多打电话表示ꎬ 美国支持瓜伊多
站出来担任委内瑞拉临时总统ꎬ 许诺给予瓜伊多各种帮助和援助ꎬ 并帮助他获得国际支持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瓜伊多自封为委内瑞拉 “临时总统”ꎮ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Ｒｕｓｓｉａ － ｂａｓｅｄ Ｂａｎｋ Ａｔｔｅｍ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Ｃｉｒｃｕｍｖｅｎｔ Ｕ Ｓ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Ｖｅｎｅｚｕｅｌａ ｈｔｔｐｓ: / /
ｈｏｍｅ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ｇｏｖ / ｎｅｗｓ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ｓｍ６２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ｃｌｉｅｎｔｓ － ｈｏｌｄｅｒｓ ｏｆ ｐｌａｓｔｉｃ ｃａｒｄｓ ｏｆ “Ｅｖｒｏ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ｏｓｎａｒｂａｎｋ”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ｖｒｏｆｉ ｎａｎｃｅ ｒｕ /
ｅｎｇ / ｏｕｒ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ｐａｇｅ４７４ / ｐａｇｅ４７４＿ ４３３ ｈｔｍｌ



俄美关系　

供相关金融技术服务ꎮ 那么ꎬ 为什么作为俄罗斯法律实体的金融技术公司会由于

“技术性原因” 在这个关键时刻与华盛顿站在一边? 如果美国同时袭击数十家俄

罗斯银行ꎬ 那么ꎬ 大规模的制裁将会对俄罗斯的经济金融造成的后果将难以

估量ꎮ
对此事件ꎬ 俄罗斯 “金融创新” 协会主席罗曼普罗霍罗夫认为ꎬ 所谓的

俄罗斯的国家支付卡系统实际上不是由俄罗斯央行管理ꎬ 而是由美国财政部通过

其控制的金融中心和处理中心管理①ꎮ 俄罗斯国家支付委员会主席阿尔玛奥巴

耶娃也承认ꎬ 俄罗斯金融机构的操作系统有一半属于与美国公司有关联的公司ꎮ
如果美国对俄罗斯银行系统实施制裁ꎬ 俄罗斯一半的银行卡支付业务将会崩

溃②ꎮ 此事曝光后ꎬ 俄罗斯杜马议员列兹尼克 (Владислав Резник) 建议 “要对

配合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公司予以制裁”③ꎮ
总体而言ꎬ 委内瑞拉事件表明ꎬ 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的金融霸权还很顽固ꎬ

与运行多年的 ＳＷＩＦＴ 系统相比较ꎬ 俄罗斯的国家支付卡系统和金融信息交换系

统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ꎬ 俄罗斯防范美国借助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威胁还未彻底解除ꎮ

结　 语

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ꎬ 美国对别国发起单边制裁 (尤其是金融制裁)ꎬ 主要

是借助其美元在国际储备体系、 国际交易体系、 银行体系中的特殊地位ꎮ ＳＷＩＦＴ
系统本身是一个国际金融机构为了适应科技发展的潮流ꎬ 提高效率而自发形成的

协会ꎬ 由于美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超强地位ꎬ 美国一直图谋 ＳＷＩＦＴ 系统

的主导权ꎮ 虽然 ＳＷＩＦＴ 系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ꎬ 但在美国的压力之下ꎬ 仍不时

被美国用作对别国实施制裁的工具ꎮ
经济制裁的最终目的是要对受制裁一方造成损失从而迫使其失去反抗能力ꎬ

最终迫使被制裁方屈服ꎬ 接受自己的条件并按照制裁方的要求改变自身行为ꎮ 美

国对俄罗斯以 “断开 ＳＷＩＦＴ 系统的联系” 相威胁ꎬ 该极端措施遭到 ＳＷＩＦＴ 系统

１３

①

②
③

НСПК объяснила не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ведения платежей по картам Моснарбанка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ｎｋｉ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ｂａｎｋｐｒｅｓｓ / ? ｉｄ ＝ １０８９１１６０

Там же
Ｒｕｓｓｉ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Ｐｅ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ｌｙ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ｎｇ / ｒｕｓｓｉａ －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ｓ － ｐｅ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 ｆｏｒ － ｃｏｍｐｌｙｉｎｇ － ｗｉｔｈ － ｗｅｓｔｅｒｎ －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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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抵制没能实施ꎬ 操纵维萨和万事达卡组织对俄罗斯支付系统打击导致的效

果是不仅没有使俄罗斯政府屈服ꎬ 反而促使其 “转危为机”ꎬ 借机迅速建立了俄

罗斯本国的国家支付卡系统ꎬ 加强了对本国金融系统的防护ꎮ 而美国对俄罗斯银

行支付系统的打击使得美国的金融机构失去部分俄罗斯市场份额ꎮ 结果ꎬ 在美国

随后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中对支付系统的打击不再被提起ꎮ
对俄罗斯而言ꎬ 在乌克兰危机中ꎬ 在美欧制裁直接打击金融体系的背景下ꎬ

俄罗斯痛定思痛ꎬ 短期内通过立法、 建立实体、 开发系统及政府强力推行ꎬ 终于

建立了俄罗斯自己独立的国家支付卡系统ꎬ 在对美欧的反金融制裁中取得了阶段

性的成就ꎬ 同时ꎬ 也为本国的金融安全增加了安全保障ꎮ 俄罗斯的反制裁措施在

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效ꎮ 在俄罗斯国家支付系统建立之后 ３ 年多的时间

里ꎬ 美欧在对俄罗斯新的金融制裁措施中不再涉及银行卡的支付功能ꎮ 美欧针对

俄罗斯银行卡支付功能打击的危险初步消除ꎮ 但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委内瑞拉政局变动

再次表明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霸权和俄罗斯对美国金融技术的依赖ꎮ 此外ꎬ
米尔卡目前只能在俄国境内自由使用而不受西方制裁的影响ꎬ 对俄罗斯境外的经

济活动ꎬ 米尔卡的使用是有限的ꎮ
美国越是频繁地发起类似的制裁ꎬ 其他国家就越是努力地寻找类似的替代方

案ꎬ 一旦这种方案成功ꎬ 那么不仅是对美国制裁政策本身的冲击ꎬ 也将是对美国

霸权地位的削弱ꎮ 尽管美国 “一超独霸” 格局仍未改变ꎬ 国际社会争取建立政

治经济新秩序还任重道远ꎬ 尽管目前各种替代方案还刚起步ꎬ 但这种尝试已经开

始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ꎬ 而且ꎬ 一旦开始ꎬ 就不会轻易停止脚步ꎮ
(责任编辑　 李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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