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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语

近年来， 人民币作为 “国际货币” 地位显著提高。 中国居民与非居

民在交易时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也证明了这一事实。 迄

今为止， 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多半来源于政策驱动。 例如， 中国政府一

直在积极鼓励居民在其国际贸易交易中增加人民币的使用， 而且近年来，
中国政府在大陆为非居民的人民币投资提供了更为便捷的路径 （反之亦

然） 。
尽管如此， 人民币要成为真正的国际货币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例

如， 人民币还没有在非居民间的交易中被广泛使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中国的资本账户还没有完全放开。 因此， 人民币国际化议程是否成功主要取

决于中国能否实行宽口径的资本项目自由化。 即便如此， 离岸人民币市场的

发展也是这一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一旦需要， 离岸人民币市场就可以

为非居民间的交易活动提供即时的人民币供给。
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有很多动机。 其中一个就是其象征性———人民币在国

际上使用能更好地反映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但也有其他的原因，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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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位作者都来自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国际司。 本文所陈述的观点为作者个人持有并不代表澳大

利亚储备银行的观点。 当然， 文责自负。 如英文版和中文版有任何不一致之处， 当以英文版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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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经济转型

币国际化可以产生许多直接利益。 尤其是， 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越普遍，
中国出口商和进口商的货币风险和成本或许就越低 （Ｆｒａｎｋｅｌ， ２０１２）。 具体

来说， 中国持续处于一个由汇率管制向汇率波动自由转型的形势下， 如果中

国居民能以人民币为单位开跨境交易的发票， 他们就会更少地受转型期汇率

波动加剧的影响。 人民币国际化还会缓解新兴经济体在资本项目放开和汇率

自由化进程中出现的 “波动恐慌” 现象。 更进一步的， 如果中国居民能够

在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 还可以节省将人民币换成外汇的交易费

用， 反之亦然。
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可能减少中国国际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错配总额。 正

如 Ｃｈｅｕｎｇ 等 （２０１１） 概述的那样， 中国持续的大额经常项目盈余、 汇率管

制体制及其对外直接投资 （ＦＤＩ） 的开放 （大部分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
致使中国拥有大量且快速增长的长期外汇持有量。 通过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

居民或许能够增加他们以人民币计价的外国资产 （股权和债权）， 从而分散

中国整体国际资产架构中嵌入的货币风险。
最后一个或许能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动机的是： 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目

自由化二者之间的密切联系。 力求促成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举措或许也对增

加人民币在在岸与离岸市场间的流动有影响。 考虑到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本

身是否有价值的争论一直存在， 许多评论家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对于想

要促成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支持者们来说更具有政策上的可行性 （ ＹＵ，
２０１４）。

鉴于离岸人民币市场在促进中国的货币国际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

用， 本文第二节以对离岸市场特点的简短概述开头。 之后， 借鉴 Ｈａｔｚｖｉ
等 （２０１４） 的做法， 本文第三节会对近期深化离岸市场发展的一系列政

策行为进行概述。 第四节将从不同角度衡量政策举措对人民币国际化产

生的影响。
尽管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效卓著， 但这些成效至今还没有反映在减少货

币错配额上。 这一结论与 Ｃｈｅｕｎｇ 等 （２０１１） 的相同， 我们会在第五章做更

为深入的探讨。 我们明确提出， 至今为止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实际上增加了

中国国际资产负债表中的货币错配额， 正如目前被广泛认同的观点所陈述

的， 人民币对美元的持续升值状况可能会打击非居民使用人民币作为偿债货

币的积极性。 然而， 我们也认为此类升值预期未来将会减弱。 的确， 纵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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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一些证据的支持。 坚持增加人民币的双

向灵活性就意味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会与中国减少持有美元资产更加密切

相关。

离岸人民币市场综述

自从 ２００９ 年年中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小规模试验宣布以来， 中

国政府一直在逐步放松对人民币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使用的管制。 ２０１０ 年

中期以来， 试验规模已扩展至包含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贸易， 而且在

中国境外人民币也成为完全可兑换货币。 这使人民币境外资金池的创造和人

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成为可能。

香港最先打通在岸人民币市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 并因此成为

主要的离岸人民币活动中心。 近年来， 涌现了一批官方的 “离岸人民币

市场”。 尽管中国大陆与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人民币流量一直受一定限额的

管制， 在许多官方离岸中心之间人民币依然被允许进行自由流通， 这就

意味着将所有离岸中心的活动都包含在内的总和才是对离岸人民币市场

的最佳描述 （尽管大多数离岸人民币活动一直在香港进行）。 考虑到离岸

人民币资金池对于中国大陆以外的市场参与者们充分可得， 我们认为离

岸人民币市场提供了一个环境， 使一系列的银行产品得以发展并且中国

大陆以外的公司虽然不能直接进入在岸人民币市场， 也可以开始使用人

民币了。 当然， 不管是离岸还是在岸人民币， 其最初来源都是中国人民

银行。

离岸人民币资金池规模变动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贸易、 收入和资本流

动 （见表 １）① 迄今为止， 中国进口商的人民币支付已经是离岸市场人民币

流动资产的主要来源。 这不足为奇， 因为只要人民币维持其升值预期， 外国

出口者就有从中国合作商手中接受人民币的动机 （我们将在第五部分深入

讨论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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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没有考虑货币乘数效应， 即人民币离岸贷款会增加人民币离岸存款量。 另外， 也存在

“非正式的” 规避现存的资本管制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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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国大陆与离岸市场间的人民币流动

资金流向
经常项目 资本项目

商品与服务贸易 收入流量 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 其他

流向离岸

市场额

中国进口商支付给

离岸出口商

中国旅游者境外兑

换人民币

个人汇款

企业跨境人民币资

金池

以人民币计价的对外

直接投资

沪港通人民币合格境

内机构投资者计划

外国中央银行与

中国人民银行进

行货币互换借出

人民币

跨境人民币贷款

中国大陆

流入额

离岸进口商对中国

出口商的支付额

外国游客在大陆使

用的境外兑换的人

民币

个人汇款

企业跨境人民币资

金池

遣返性点心债券的

发行∗

以人民币计价的海外

直接投资

沪港通人民币合格机

构投资者计划

外国中央银行终

止与中国人民银

行货币互换归还

人民币

跨境人民币贷款

　 　 注： ∗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在离岸市场发行的债券， 债券筹得的资金会回到中国大陆。 “熊猫”
债券是一种外国企业在中国大陆发行债券而所筹款项通常不会回到离岸市场的一种债券。

尽管目前资本项目的逐步放开已经引发了以人民币计价的资本流动额的

上升， 但是由于一直存在的资本管制， 人民币在岸和离岸资金池在一定程度

上依然处于分离的状态。 这就意味着人民币有两种不同的汇率： 在岸即期汇

率 （此时人民币以 ＣＮＹ 来表示） 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 仅适用于大陆市场

的参与者； 离岸市场的即期汇率———最重要的是香港市场 （此时人民币以

香港离岸人民币 ＣＮＨ 表示） ———汇率自由浮动而且对所有离岸参与者开

放①。 尽管离岸汇率会相对紧密地趋向在岸汇率， 但这两种汇率有时也会有

所不同 （见图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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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其他的离岸中心有时会参考他们自己的汇率———例如， 我们通常把台湾的人民币汇率定义

为台湾离岸人民币 ＣＮＴ。 然而， 鉴于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流动受限较少， 离岸人民币价值应

该在任何时点任何地方都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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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逆收益率等级）

注： 负向分布的部分是指一美元在离岸市场上比在岸市场能买到更多的人民币

资料来源： 彭博资讯、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离岸人民币市场上近期的政策举措

近年来， 一系列深入发展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政治举措依次颁布。 其中包

括为增强在岸与离岸市场之间支付系统联系有效性而施行的举措———最为显

著的即为官方人民币清算银行的建立。 其他类似举措试图增加人民币市场中

非居民的参与， 例如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ＲＱＦＩＩ） 计划、 中央银行

人民币资产投资、 跨境人民币贷款计划和最近的沪港通。

官方人民币清算银行

正如其他任何一种货币一样， 在国际上使用人民币需要中国本国银行的

配合。 尤其是离岸银行需要一个能与在岸银行进行余额清算的途径来促进人

民币在离岸市场上的交易。
出于这种考虑， ２００３ 年末中国政府指定香港中国银行为中国大陆以外

的第一个 “人民币清算银行” 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开始。 这意味着香港

中国银行可以接受离岸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并将其存入中国人民银行在深圳设

立的分支机构。 继而， 香港中国银行能够在离岸市场上进行人民币的清算和

交易结算。 作为其清算银行身份的一部分， 香港中国银行也被授予了可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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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在中国在岸银行间外汇市场上交易的配额， 使得其能够平衡参与银行间交

易引发的外汇头寸①。 在香港中国银行拥有新权力的同时， 中国大陆银行的

国外分支机构和下属子公司也开始为离岸银行提供 “代理商行” 银行服务。
这些服务为离岸银行与其在中国大陆的客户提供了另一条人民币清算和交易

结算的途径， 本质上是通过允许离岸银行在中国大陆的银行开设账户来实现

的。
近年来， 中国政府在香港以外的大范围辖区内指定了很多官方人民币清

算银行。 自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起， 全球共有 １５ 家官方清算银行， 均为中国银行的

海外分支机构， 澳大利亚的一家也包括在内 （见表 ２）。 这些清算银行的主

要目的是促进在岸、 离岸人民币市场间和离岸人民币市场间的跨境人民币支

付。 与香港中国银行相似， 这些清算银行被允许持有在岸人民币余额以代理

其当地的成员银行进行人民币交易。 他们也有更直接的途径从中国人民银行

获得人民币流动资产， 并且被允许在一定限额内在中国在岸同业银行外汇市

场中直接进行交易。

表 ２　 人民币离岸清算银行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离岸清算银行所在地 成立时间 银行名称

香　 港 ２００３ 年 １２ 月 中国银行

澳　 门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中国银行

台　 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中国银行

新加坡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中国工商银行

伦　 敦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中国建设银行

法兰克福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中国银行

卢森堡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中国工商银行

巴　 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中国银行

首　 尔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中国交通银行

多　 哈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中国工商银行

多伦多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中国银行

吉隆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中国银行

悉　 尼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中国银行

曼　 谷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中国工商银行

苏黎世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

　 　 资料来源：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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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与交易的银行会在清算银行开立账户， 以清算人民币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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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离岸市场的人民币清算银行建立之前， 当地的银行可以通过两种

途径来实现人民币交易： 参与其他离岸清算银行的支付系统 （最可能是香

港中国银行）； 利用与中国大陆的银行 （上面提到的） 建立的 “代理商行”
关系。 利用当地官方清算银行而不是非当地的离岸清算银行或者一个代理商

行关系的主要好处是， 这种途径能够提供一个更为直接的方式完成支付

（如减少结算延迟）。 长此以往， 这种方式可以为类似的结算行为提高效率

或减少交易成本。 这些清算银行的官方身份也意味着它们在建立广为认可的

离岸人民币中心时担任着重要的象征性角色， 尤其是在这些地区内它们能够

让企业知晓并且增强对当地金融机构进行人民币交易能力的信心。
即便如此， 清算银行 （连同其他的可进行跨境人民币支付的替代机构）

的角色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减弱。 中国政府正在发展和建设中国国际

支付系统 （ＣＩＰＳ）， 该系统有望为所有的离岸银行获取进入中国国内支付系

统和外汇市场的途径提供机会。 因此， ＣＩＰＳ 的发展会在较大程度上进一步

促进离岸市场更为重大深远的发展。 然而这一步的完成还需要时间。 因此，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离岸人民币清算银行在连接离岸金融机构及其非金融类

顾客与中国境内银行方面可能依然会起到核心的作用。

中央银行的举措

中央银行为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也施行了多项举措， 包括双边货

币互换协议、 人民币流动性便利和人民币投资。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 ２８ 国中央银行签署了双边货币

互换协议 （见图 ２）。 根据这些协议， 在双方达成一致的前提下， 外国中央

银行可以用本国货币跟中国人民银行兑换人民币 （即从在岸市场获得人民

币）。 这一举措使得外国中央银行能够在市场面临压力或者在某些时候仅仅

为了促进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发展提供人民币流动性。 通过提供一种让市场参

与者在需要时就可到当地中央银行获取人民币流动性的担保， 中央银行的货

币互换额度支撑了当地人民币市场的发展。 货币互换额度的规模从 ７０００ 万

元人民币 （乌兹别克斯坦） 到 ４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 （中国香港） 不等。 对于货

币互换额度的使用程度至今公开可得的信息较少。 但已经知道的是， 中国香

港、 新加坡、 韩国和阿根廷已经部分使用了其货币互换额度 （非测试性使

用）。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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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中国人民银行本国货币互换协议

注： 白色代表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已经部分使用了货币互换额度 （根据公开可得信息

绘制）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一些中央银行也已设置了人民币流动性便利来为离岸市场参与者提供短期

人民币资金， 在有些情况下使用其与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掉期协议。 这些附加

措施的设立是为了进一步确保市场参与者对离岸人民币市场流动性有信心。 尤

其是香港金融管理局 （ＨＫＭＡ） 和新加坡货币管理局 （ＭＡＳ） 都为合格金融机

构提供隔夜人民币贷款。 新加坡货币管理局还允许其在新加坡支付系统中的参

与者获得与贸易相关的三个月人民币贷款。 更进一步的， 沪港通启动之后离岸

人民币的需求有望再度增加 （将会在下文讨论）， 香港金融管理局为香港的银

行推出了上限为 １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人民币当日回购协议 （回购） 便利。①

近年来， 至少有 ４０ 家中央银行开始将其外汇储备的一部分用于投资人

民币计价的资产 （香港中国银行， ２０１４）。 例如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ＲＢＡ）
如今持有的人民币定价资产占其外汇储备总额的 ５％ （ＲＢＡ， ２０１４）。② 虽然

这一趋势不会直接影响离岸人民币市场本身， 因为这些储备主要以人民币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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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外， 香港金融管理局指定了多家银行作为主要流动性提供者 （ＰＬＰｓ）。 香港金融管理局

会为 ＰＬＰｓ 提供人民币逆回购途径 （获得当日和隔夜资金） 来确保这些提供者有充足可得

的流动性在香港离岸市场上执行做市职能。
储备银行的投资利用一种被称为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计划” 的方式， 这种方式不同于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 （将在下文进行讨论）， 它主要被中

央银行和主权财富基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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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资产的方式留在中国大陆， 这是在更为广泛的区域推广人民币国际化的重

要举措。 储备资产的持有是国际货币的一个主要特征。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 （ＲＱＦＩＩ）

通过提高市场参与者对跨境人民币交易能够有效且可预见地实现的信

心， 官方人民币清算银行数量的扩张和货币互换协议应该会增加离岸人民币

的需求量。 中国政府近期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更为深入的措施增加离岸人民币

持有者的投资选择， 以此来增加市场参与者承担人民币风险敞口的意愿从而

推动市场的发展。 例如， 离岸人民币如今可以在中国大陆进行投资了， 主要

通过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 这一计划允许被许可的境外投资者买

卖中国境内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上的指定资产。 因此，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计划既被视为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一步放宽， 又被视为鼓励更多

的参与者加入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一个倡议。
重要的是， 只有在中国政府授予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配额的国家或地

区内的投资者才有权利使用该计划。 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计划最初仅对香

港居民投资者开放， 并在 ２０１１ 年授予其 ２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配额。 从那以后，
香港的配额已经逐渐递增至 ２７００ 亿元人民币。 从 ２０１３ 中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总额为 ６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 （１２３０ 亿澳元） 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配额

也已经被授予了其他一些离岸中心， 包括澳大利亚 （见表 ３）。

表 ３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配额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４ 日）
单位： １０ 亿元

离岸中心 配额 宣告成立日期 截止日前激活量①

中国香港 ２７０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０ ０
新 加 坡 ５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６ ０
英 国 ８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２
法 国 ８０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０
德 国 ８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６ ０
韩 国 ８０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０ ５
卡 塔 尔 ３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ｎ ａ ②

加 拿 大 ５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ｎ ａ
澳大利亚 ５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０
瑞 士 ５０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ｎ ａ
卢 森 堡 ５０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ｎ ａ

　 　 注： ①台湾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配额激活额要视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最终结果而定。
②ｎ ａ ＝ 无数据可查

资料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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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已经有大约 ８０ 个香港当地的组织被授予人民币合格

境外机构投资者许可证。 在香港以外， 已经有将近 ４０ 家公司获得了配额，
尽管大部分公司还在申请阶段 （申请阶段通常需要大约 ６ 个月的时间）。 一

旦一家公司获得配额， 就能够为较宽范围内的投资者提供人民币投资产品

了， 包括那些位于其原始辖区之外的投资者。 例如， 许多香港当地的公司已

经和美国、 欧洲的金融机构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在境外证券交易所发行交

易所交易基金 （ＥＴＦ）， 包括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 这使没有

拿到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配额的投资者也能够获得接触中国股票和债

券市场的机会了。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不同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计划

（ＱＦＩＩ）， 后者从 ２００３ 年起就存在了。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项目允许经核准

的外国投资者使用外汇投资指定的中国金融资产。 不像 ＲＱＦＩＩ 项目， ＱＦＩＩ
项目没有限定特定辖区专有的配额。 因此， 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 ＲＱＦＩＩ 项
目与 ＱＦＩＩ 项目相比有许多潜在的优势———其中包括投资组合分配更加灵活

以及对于资金汇出有更少的限制性条例。 ＲＱＦＩＩ 项目还允许被授权的投资者

将他们 ＲＱＦＩＩ 配额的一部分用来投资中国银行间固定收益债券市场， 但是

ＱＦＩＩ 许可的投资者必须另外申请配额以进入该市场。 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末， 在

ＲＱＦＩＩ 项目下所分配的配额总额大约为 ３６４０ 亿元人民币， 另外还有额外的

总价值为 ５０６０ 亿元人民币的全球 ＲＱＦＩＩ 配额未下拨。 这与分配额为大约

４５７０ 亿元人民币的 ＱＦＩＩ 项目形成对比 （见图 ３）。 随着投资者对其区域内的

配额利用增加， ＲＱＦＩＩ 项目有可能比 ＱＦＩＩ 项目在中国金融资产市场上占据

外国投资的更大份额。

沪港通

除了 ＲＱＦＩＩ 计划， 另一个旨在提升离岸人民币 （从外国投资者的视角）
吸引力的政策提议就是沪港通了。 这个计划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开始运行， 允许

离岸投资者购买上海证券交易所 （ ＳＳＥ） 列出的核准股票 （以人民币计

价） ———被称作 “北向交易”。 类似的， 合格境内投资者能够购买 （以港币

计价的） 香港证券交易所 （ＨＫＥｘ） 列示的股票———被称为 “南向交易”。
也就是说， 这项股票连接计划为离岸 （在岸） 投资者买卖中国 （香港） 股

票提供了一条 ＲＱＦＩＩ 和 ＱＦＩＩ 计划之外的路径， 因而也是离岸和在岸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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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中国金融资产的外国投资 （累计核准配额）

注： 不包括台湾的 ＲＱＦＩＩ 配额。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市场的又一个联系。
买卖两种外汇都受到配额总和和每日配额的限制 （见表 ４）。 离岸投资

者被允许购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总额为 ３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每日配

额为 １３０ 亿元人民币）。 中国大陆投资者被允许购买香港证券交易所股票总

额为 ２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每日配额为 １０５ 亿元人民币） （见表 ４）。 正

如 ＲＱＦＩＩ 计划一样， 货币互换也在离岸市场中进行， 因而投资者们必须在离

岸市场上买 （卖） 人民币才能购买大陆 （香港） 的股票。

表 ４　 股票连接计划情况

项目 北向交易（香港对上海） 南向交易（上海对香港）

每日配额① １３０ 亿元人民币 １０５ 亿元人民币

配额总和 ３００ 亿元人民币 ２５００ 亿元人民币

合格投资者 所有境外投资者 中国机构投资者、中国共同基金和高净值个人投资者②

合格指数构成
ＳＳＥ１８０ 指数和 ＳＳＥ３８０
指数

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和恒生综合中型股指数

　 　 注： ①每日配额以 “先到先得” 为基础。 每日配额余额的计算以 “净买入” 为基础并在买入委

托被取消、 被其他交易驳回或在更佳价位成交时做出调整。
②股票经纪账户上有超过 ５０ 万元人民币的个人。
资料来源： 香港交易所 （ＨＫＥ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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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通过股票连接计划进行的交易严重偏向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股

票。 北向交易每日配额在交易开始的第一天就被售空， 而南向交易每日配额

只用了不到 ２０％ 。 但是， 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当共同基金获得合格境内投资者

资格之后， 南向交易量显著增长。 在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投资者已经使用了北向

配额总和的 ４３％和南向配额总和的 ３４％ （见图 ４）。

图 ４　 沪港通

注： 图中使用的是配额总额。
资料来源： 香港交易所 （ＨＫＥｘ）。

与 ＲＱＦＩＩ 计划相比， 股票连接计划最主要的一个优势是其对所有境外

投资者开放， 而 ＲＱＦＩＩ 仅限被授予 ＲＱＦＩＩ 配额国家境内的金融机构使用

（尽管一旦一家机构获得 ＲＱＦＩＩ 配额， 它就能在任何地方售卖人民币产

品）。 另外， 个人机构获得一个 ＲＱＦＩＩ 资格许可和配额需要一个相当漫长

的过程。
虽然如此， ＲＱＦＩＩ 计划有可能会继续被使用， 因为它与股票连接计划相

比也有一些优势。 重要的是， 拥有 ＲＱＦＩＩ 配额的机构可以投资大陆的固定收

益资产和更宽范围的大陆股票。 另外， 相比于股票连接计划中投资者受限于

每日配额总和 （对于市场总体来说） 和排队执行制度， ＲＱＦＩＩ 的投资者交易

时仅受限于他们自己的个人配额。 尽管如此， 这两种计划也是可以部分替代

的。 由于香港已经用完其 ＲＱＦＩＩ 配额总和， 据报道许多设立于香港的实体组

织已经要求将他们在 ＲＱＦＩＩ 计划下所购买的股票转换成股票连接计划下的股

票， 以图释放其现有的 ＲＱＦＩＩ 配额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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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跨境贷款方案

除了 ＲＱＦＩＩ 和股票连接计划———这两项计划都力图增加以人民币计价证

券投资的跨境流动———还有一些小规模试验计划允许以人民币计价的贷款的

流动。 这种计划通常只允许指定的中国大陆城市和地区或者特定的离岸市场

间的资金流动， 因此并不适用于所有离岸市场的参与者。 这些计划中的第一

个， 建立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允许在前海注册的公司———一个位于中国深圳的

特殊经济区 （ＳＥＺ） ———从香港的银行借入人民币并为前海的投资项目注入

资金。 由于通常香港的人民币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显著低于大陆的数值

（尽管在岸与离岸市场间的差距在 ２０１４ 有所减少）， 该计划可能会为前海的

企业提供更为廉价的融资。①

２０１４ 年， 作为中国和新加坡政府为发展以创新为导向的项目的举措之

一， 新加坡当地的银行与中国苏州工业园区、 江苏省及天津生态城内的企业

间也达成了类似的计划。 这些企业都被允许在新加坡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债

券， 而且能够对新加坡当地的企业进行直接投资。
另外一个和台湾的计划始于 ２０１３ 年末， 与上面所述计划的架构略有

不同。 在此计划中， 台湾公司在江苏昆山 （靠近上海） 所设的分支机构

被允许既可以从其离岸母公司中借入人民币， 又能对其母公司发放人民

币贷款。 除此之外， 最新进展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位于上海自由贸易区

内的企业已经被许可， 在特定条件限制下可以从任何离岸中心借入人民

币。②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

通过以上对政策举措的概述，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

进程在过去几年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经常项目下交易

迅速增长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可证明此结论， 而且目前这一数额已达到中国

经常项目下交易总额的约 １ ／ ５ （见图 ５）。 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 （尤其是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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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私下商定的结果， 因此并非公开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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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投资） 近年来显著增长， 但与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结算额相比这一数额

依然相对较小。

图 ５　 跨境人民币结算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按照经济辖区来看， 中国香港一直占据着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跨境交易

的较大份额， 之后是新加坡和中国台湾。 这并不奇怪， 因为中国香港一直以

来都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中心。 不过， ２０１３ 年初新加坡和中国台湾两地官

方人民币清算银行的设立， 恰逢 ２０１３ 年这两个经济体与中国以人民币计价

的双边商品贸易份额的大幅度增加 （见图 ６）。 ２０１３ 年中国与除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以外的经济体间以人民币结算的商品贸易份额有轻微的增

长， 但相比之下依然处于 ３％左右的相对低点。
重要的是， 尽管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份额增长显著， 但是以人民币为单

位开发票的贸易份额是否呈现相同程度的增长尚不明确， 因为此类数据相对

匮乏。 这一差别很重要， 因为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规模能够部分地反映在岸

和离岸人民币价值上的不同。 这可能意味着结算数据夸大了人民币的潜在需

求。
尽管总体来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为顺差， 但是中国的跨境人民币支

付额 （如进口产生的支付） 显著超过了中国跨境人民币收入额 （如出口产

生的收入） （见图 ７）。 也就是说， 中国拥有经常项目顺差但是以人民币计价

８６２



离岸人民币市场和人民币国际化

图 ６　 人民币双边贸易结算额在与中国进行的双边商品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中国人民银行、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图 ７　 跨境人民币收入与支付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的贸易处于逆差状态。 一个潜在的原因是， 中国企业或许一直试图从离岸人

民币相对于在岸人民币更高的价值上获益 （也被称为离岸溢价， 见图 １）。
例如， 当人民币在离岸市场上购买的美元比其在在岸市场上买到的美元多

时， 中国的进口者就有动机将人民币在离岸市场上换成美元来进行美元的支

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这种交易会被归为人民币贸易结算， 但是从外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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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的角度来看， 本质上的贸易流量是以美元来结算并且开具发票的。①

无论如何， 中国近几年的人民币净流出已经引起离岸中心人民币存款量

的迅速增长， 尽管在 ２０１４ 年这种增速稍有下降 （见图 ８）。 虽然中国香港依

然占离岸人民币存款的大部分， 但是自从 ２０１３ 年初以来， 中国台湾和新加

坡人民币存款储量激增，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分别增加至约 ３０００ 亿元人民币

和 ２８００ 亿元人民币。

图 ８　 人民币存款额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离岸人民币存款资金增长的同时， 以人民币计价的离岸债券市场规模也

在迅速增长。 中国香港依然是离岸人民币债券———或者 “点心” 债券———
发行的黄金地区， 但是新加坡、 中国台湾和卢森堡市场成长也非常迅速。 这

些债券大部分的发行者还是中国大陆公司或者中国大陆公司的海外分支机构

（见图 ９）， 所筹集的资金多数都被汇回中国大陆。 其他公司发行的 “点心”
债券大部分也被筹集来支持其在中国大陆的运营活动。

中国大陆的发行者普遍活跃于 “点心” 债券市场的一个原因是， 这一

融资方式在离岸市场上的成本通常要低于其在在岸市场上的成本。 例如， 中

国政府在离岸市场发行债券的收益额相对低于其在在岸市场上的收益额

０７２

① 同样的， 当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比在在岸市场买到的美元少时， 中国的出口者就有动机先

将美元收入在离岸市场 （而不是在岸市场） 上兑换成人民币， 再将这些收入汇入中国大

陆。 这种交易会再一次被归为人民币贸易结算， 尽管在外国人看来， 实质上的贸易资金流

的结算和开发票都是以美元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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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１０）。 一部分原因是， 资本项目管制限制了离岸人民币资金流回国内，
以致离岸市场上虽然有很大的人民币资金池， 但投资机会相对有限 （因此

离岸投资者对 “点心” 债券有极强的需求）。 然而， 近期的政策举措旨在增

加人民币在离岸和在岸市场间的流动 （例如， 股票连接计划和跨境贷款计

划）， 这一举措已经开始弥补这一缺口。

图 ９　 “点心” 债券发行量 （按照母公司发行者的国籍）

资料来源： 迪罗基全球数据处理公司。

图 １０　 中国政府五年期国债收益率

资料来源： 彭博资讯、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也有一小部分由外国政府发行的离岸人民币债券， 其中英国政府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筹得 ３０ 亿元人民币、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财政当局于 ２０１４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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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１１ 月筹得 １０ 亿元人民币。 在这些债券发行之前， 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

亚省已在 ２０１３ 年末有了 ２５ 亿元人民币的 “点心” 债券发行量。 许多国外

的银行也开始发掘这一市场。 比如， ＡＮＺ 因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发行价值 ２５ 亿元

的 “点心” 债券而成为第一个发行符合 《巴塞尔协议Ⅲ》 的以人民币计价

资本工具的国外发行者。 另外， 债券发行者们已经使用离岸人民币外汇掉期

市场来对冲他们的外汇风险了。 例如，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财政当局在债

券发行后就将其筹集的人民币兑换为澳元。

人民币国际化和货币错配

正如 Ｃｈｅｕｎｇ 等 （２０１１） 所概述的那样， 中国规模巨大且一直持续的

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加上汇率管制和对 ＦＤＩ （大多数为人民币计价的）
的开放， 已经在过去 １０ 年里造成了极大规模的货币错配。 中国外汇资产

的价值已经远远地超出其相应外汇负债的价值。 也就是说， 中国人民银

行多年的外汇储备积累已经造成了大量美元资产的堆积 （见图 １１）。 因

此， 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将导致中国国际净资产 （以人民币计） 价值的

下降。

图 １１　 中国国际收支差额 （季度资金流占 ＧＤＰ 的百分数）

注： 不包括外汇储备。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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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 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潜在的动机是增加中国以人民币计价

的外国资产， 并以此来减少中国人民币升值的风险敞口。 例如， 如果一位中

国居民购买了非居民发行的 “点心” 债券， 接下来非居民从中国出口者处

购买商品， 此时中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权将会上升 （在

其他条件维持不变的情形下）。

然而， 至今为止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导致了中国国际资产与负债的货币

错配情况的恶化。 其中一个原因是， 截至目前所宣布的政策举措 （比如

ＲＱＦＩＩ 和股票连接） 都会增加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外国负债， 而不是增加其

以人民币计价的外国资产。① 另一个原因是， 近年来中国跨境贸易中的人民

币净流出已经使离岸市场上的人民币存款储备增加， 这也会增加中国以人民

币计价的外国负债。 这一结果或许反映了一个事实， 即直到现在市场参与者

一直普遍预期人民币会持续对美元升值。 实际上， 外国人已经不愿意以人民

币形式持有债务了， 因为他们预期人民币会对美元大幅升值 （关于对人民

币贸易结算、 人民币升值和货币错配之间关系的完整讨论， 见本文附录）。

基于此背景， 当试图评价人民币国际化前途时， 市场参与者对于人民币

币值高估或低估的感知程度， 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人民币

国际化进程有可能会在多大程度上带来中国国际资产负债表中货币错配总额

的减少。 具体来说， 如果企业一直将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视为单方面的赌注，

这些年贸易结算中的人民币净流出、 人民币资本净流入和货币错配程度加深

的趋势就可能一直持续。 如果市场参与者更多地预期人民币汇率双向升降，

那么这一趋势就有可能会逆转。
许多报告指出市场参与者可能已经减少了他们对未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

的预期， 或者预期如今人民币会对美元贬值 （见图 １２） （Ｗｉｌｄａｕ， ２０１５）。

这种预期的出现可能源于若干原因， 但很可能因为人民币在在岸市场上越来

越多地在与美元日交易比价的下界附近成交的事实而得到加强。 与此相关的

是， 中国人民银行的储备积累进度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减缓。 另外， 中国政府

已经表明了其希望看到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意愿 （中国人民银行，

２０１４）。

３７２

① 股票连接计划也会增加中国以外汇定价的外国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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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 （逆收益率等级）

注： 共识经济调查所得的预期平均值。
资料来源： 彭博资讯、 共识经济学公司、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结　 论

过去的几年中， 在中国大陆和多个离岸中心的政策举措的促进下， 人民

币在国际上的使用持续增多。 例如， 官方人民币清算银行的设立已经提供了

更为直接的机制， 来解决离岸实体组织与其在中国的合作伙伴之间的人民币

交易问题。 通过促进人民币交易， 这些清算银行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设施以应

对未来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ＲＱＦＩＩ 计划的扩张和股票连接计划的发起也增

强了跨境人民币流动 （尤其是人民币流入中国） 的自由化程度。 中国努力

促成人民币国际化有许多可能的原因。 其中包括确保人民币的地位来反映中

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 同时也能减少汇率管制逐步放松给中国个人实体企

业带来的汇率风险。 除此之外， 中国也可能通过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来减弱其

总资产负债表上货币错配的程度。 然而迄今为止， 人民币国际化反而趋向于

增加货币错配的程度， 部分因为对未来人民币升值的普遍预期。 虽然如此，

最近人民币逐渐增强的双向波动———市场越来越多地预期人民币不太可能对

美元呈持续单向升值的态势———可能会渐渐改变这种现状。 无论如何， 考虑

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资本项目进一步放开密切相关， 这一进程可能在一段

时间内都会被作为政策目标来努力达成。 直到资本项目自由化完全完成之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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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甚至之后———离岸人民币市场可能都会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重

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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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为举例说明人民币贸易结算和货币错配之间的关系， 我们可设想当今世

界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情景 （也是目前确实存在的状况）。
（１） 中国所有的贸易都以美元结算。
（２） 中国所有的贸易都以人民币结算。
（３） 中国进口结算比出口结算更常用人民币。
为简单起见， 我们假设每种情景下中国政府都持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和假

定的固定汇率 “１ 美元 ＝ ５ 元人民币” （注意， 根据国际金融中的标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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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悖论”， 这种高度简化的例子意味着中国不存在民间资本流动）。 我们还

假设中国的经常项目 （贸易） 盈余为 ５０ 亿美元 （１００ 亿美元的出口额和 ５０

亿美元的进口额）。

在第一种情景中———所有经常项目交易都以美元结算———中国人民银

行为维持人民币兑美元的固定利率而必须增加 ５０ 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见

表 Ａ１）。 这相当于中国人民银行借出美元来为国际经常项目赤字提供资金

（相对于中国）。 这就增加了中国 ５０ 亿美元的国际资产。 不管中国人民银

行是否会冲销其对美元的购买对市场人民币流动性的影响， 其债务都会增

加 ２５０ 亿元人民币 （通过新印人民币或者从国内实体组织中取得贷款）。

表 Ａ１　 中国的国际资产和负债

情景 出　 口 进　 口
中国国际资产

净值变化

中国外汇

储备量变化

情景一 １００ 亿美元 ５０ 亿美元 ＋ ５０ 亿美元 ＋ ５０ 亿美元

情景二
５００ 亿元人民

币
２５０ 亿元人民币 ＋ ２５０ 亿元人民币 ０

情景三 １００ 亿美元
（４０ 亿美元 ＋ ５０ 亿元人民

币）
＋６０ 亿美元 － ５０ 亿元人民

币
＋ ６０ 亿美元

　 　 注： 假设中国人民银行维持固定汇率， １ 美元 ＝ ５ 元人民币。

在第二种情景下———所有经常项目交易都以人民币结算———中国人

民银行必须 （按净值计算） 借出 ２５０ 亿元人民币来为世界其他地区经常

项目赤字融资。 反过来， 中国国际净资产增加了 ２５０ 亿元人民币。 不像

第一种情景， 这里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和负债都以人民币计价， 因此不

存在货币错配。

在第三种情景中， 我们假设所有的出口都以美元计价 （１００ 亿美元），

但是总计为 ５０ 亿美元的进口额部分以美元计价 （４０ 亿美元）， 另一部分以

人民币计价 （５０ 亿元人民币）。 这就意味着有 ６０ 亿美元的净流入和 ５０ 亿元

人民币的流出 （通过贸易）。 人民币流出在中国人民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是

负债项目 （例如， 作为人民币离岸存款持有）， 但是中国人民银行必须买入

６０ 亿美元来维持固定利率， 也就是额外的 ３００ 亿元人民币资产负债。

在第三种情景中， 中国国际资产和负债的币种构成 （６０ 亿美元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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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５０ 亿元人民币的负债） 与情景一 （５０ 亿美元资产） 中的不同。 在情景三

中， 中国的外币资产持有实际上增加了更多， 因为部分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

意味着贸易中有更多的外汇净流入。 因此中国人民银行对获取外汇储备来抵

消这种流入有更大的需求。 这高度概括了人民币国际化是怎么样在中国的总

资产负债表中引起更高程度的货币错配———如果能够导致人民币流出额大于

人民币流入额。

（范丽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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