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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协议市场 （ｒｅｐｏ） 是中国金融机构在经营过程中的一项重要短期融

资来源。 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其公开市场操作来管理国内的流动性条件， 不仅

如此， 它作为一种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将随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一章概

述了中国回购协议市场的关键特征， 首先聚焦于银行间市场， 然后讨论其最

近的发展及其对债券市场的影响。 我们认为， 过去两年中回购利率过低而且

波动更少导致了金融市场更大规模的风险行为， 中国的政策制定在此过程中

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 从而对这些市场的发展变化做出了响应。

引　 言

回购协议是两个实体之间的一项协议。 在此协议中， 现金借款人向现金

出借人卖出或抵押一项证券 （通常是固定收益证券）， 然后在将来某个时期

购回该抵押物或者解除抵押关系。 因此回购协议在经济上等价于担保贷款，
它是许多经济体短期融资市场上重要的一部分。

在中国， 回购协议可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也可以在银行间市场柜台 （ＯＴＣ） 交易。 交易所交易市场在最近几年得

７２３

❋

❋❋

这一文章的另一版本还发表在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ＲＢＡ） 公告》 的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版上。
笔者来自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国际部。 本章所表达的观点全为笔者的观点， 与澳大利亚储备银

行国际部无关。 本章最后成稿于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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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迅猛的增长； 然而， 银行间市场———大量的银行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活跃在这个市场中———相比在交易所交易的回购市场， 具有更大的市场份

额、 更高的成交量和未偿贷款余额 （见图 １ 和图 ２）。 中国人民银行 （ＰＢＣ）
也会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来调整国内市场的流动性条件。 在中国的银行

间回购市场上， 大约有 ５ 万亿元 （７２００ 亿美元） 的未偿贷款余额， 这一体

量相当于美国回购市场的三分之一。①

图 １　 中国回购协议的换手率 （分市场年度数据）

资料来源： 笔者自己的计算； 万德 （ＷＩＮＤ） 信息数据库。

图 ２　 未偿贷款余额 （分市场）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８２３

① 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初级交易商统计数据库未偿回购协议的 ２０１６ 年数据显示， 美国回购

市场的规模要稍微高于 ２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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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将主要集中于银行间回购市场， 这是因为考虑到： 它作为短期融资

的主要来源具有的系统重要性、 它在中国人民银行 （ＰＢＣ） 的流动性管理中的

重要作用， 以及中国人民银行将其看作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新兴渠道的事实。 我们

通过透视主要的现金出借人和借贷人来概述回购市场的主要特征， 并进一步讨论回

购市场的最新发展， 关注风险的集聚和中国人民银行流动性管理框架的变化。

抵押物的所有权

同世界上主要的回购市场一样， 中国的银行间回购市场中的低信贷风险

债券占抵押债券的绝大部分。 最近几年， 中国政府债券以及中国政策性银行

发行的债券， 占全部回购抵押物的将近 ９０％ （见图 ３）。 央行票据在历史上

占了回购抵押物的相当一部分， 但是随着未偿的央行票据存量逐步下降， 它

们的使用也在逐步减少。① 其他的工具 （绝大部分是公司债券和地方政府债

券） 在银行间回购市场的份额， 仅比 １０％多一点。②

图 ３　 回购协议市场上的抵押物 （银行间市场、 担保抵押，
　 　 　 　 按月成交量计算的市场份额）

注： ６ 个月移动平均值。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ＣＥＩＣ 数据库。

９２３

①

②

目前已经不存在央行票据， 保留到最后的一批票据已于 ２０１６ 年到期。
在银行同业拆放市场中， 抵押物必须满足现金出借人提出的相关条件， 其他条件都是通用

的。 这就是说， 就像绝大部分主要市场中那样， 现金出借人并不能要求专门或 “特定” 的

证券作为抵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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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银行间市场中， 回购协议通常基于 “抵押” 进行交易， 这与其他

主要市场通常基于 “买断” 有所不同 （见图 ４）。① 在一个买断的回购协议交易

条件下， 抵押物的所有权在交易持续期内转移到了现金出借人。 相反， 在抵押性的

回购协议中， 抵押物的所有权仍然属于现金借款人， 只是抵押给了现金出借人， 从

而现金借款人不能将其用作其他目的， 直到现金的本金和利息如数偿还。②

图 ４　 中国银行间回购市场 （月度交易量）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

由于在抵押回购协议中， 抵押物的所有权并没有转移到现金出借人， 那

么现金出借人在交易期限中就不能使用 （或 “再抵押”） 该抵押物。 这对于

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具有几个方面的重要含义。 第一， 它排除了在其他主要

的回购市场中出现的交易商经纪模式。 在这个模式中， 一个交易商作为一个

中间商， 通过出借现金给一个对手方从而交换获得抵押物， 然后使用该抵押

物从其他的对手方借得现金， 从而将两笔交易之间的利差作为利润。
尽管市场参与者可能会基于机会主义准则像中间商那样操作， 但是中国

的抵押回购协议市场上的转贷资金过程， 相比抵押物所有权转让的买断回购

市场要求更多的抵押物。
第二， 抵押物回购协议相比买断式回购灵活性更差。 例如， 债券交易商

０３３

①

②

２０１６ 年， 抵押协议交易额占比高达 ９５％ 。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ＣＣＤＣ）， 是一家负责登记、 托管和结算中国大部分固定收益证券

的国有单位， 它的职责是确保其持有的质押证券不可用于其他任何用途， 包括用作另一个

回购协议的抵押品， 直至相关的交易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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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投资者通常会使用回购市场为债券头寸融资。 这就涉及直接购买债券， 在

回购协议中将其作为抵押物从而为需要购买的债券借入现金。 虽然净现金流

为零， 但是投资者获得了债券的风险敞口。 在一个买断式回购协议市场上，
投资者可以在回购协议期内通过在第二个回购交易中接入等量债券并将其买

断式卖出， 从而绕开债券头寸。① 这就相当于创造了一个空头头寸， 从而抵

消了原有的多头头寸。 然而， 这在抵押性的回购协议市场上是不可能的， 这

是因为抵押物是不可以出售的。 结果， 那些使用抵押回购市场的投资者， 相

比那些在买断式回购市场中为头寸融资的相同投资者而言， 在他们希望获得

退出当前头寸位置的能力时， 就会偏好为短期头寸借入资金。 事实上， ２０１５
年， 中国的抵押回购市场中的隔夜拆借回购和债券回购套利交易量一样， 都

有大幅度的增长 （下面将会进行讨论）。
最后， 抵押物不可以再抵押的性质， 缩小了市场参与者从利率差异中获

益的空间。 这也许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中国回购市场收益率曲线陡峭的斜率，
尤其是隔夜回购利率与 ７ 天回购利率之间的利差非常之大 （见图 ５）。 在一个买

图 ５　 中国银行间市场回购利率 （按等级分类）

注： 中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固定回购利率， 使用每个交易日上午的交易利率

的总位数来计算。 Ｍ ＝３ 月结束的季度， Ｊ ＝ ６ 月结束的季度； Ｓ ＝ ９ 月结束的季度， Ｄ ＝ １２
月结束的季度。

资料来源： ＣＥＩＣ 数据库。

１３３

① 在大部分主要市场中， 交易商可能会通过替换抵押物显示出债券头寸， 或者他们也可能会

使用开放式回购协议， 在这样的协议中交易回合开始时并未制定第二回合开始的日期。 但

是， 这些方法在银行同业拆借市场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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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式的回购市场中， 市场参与者以 ７ 天利率借出现金， 然后使用获得的抵押物

以更低利率借入资金， 从而充分地利用到了利率差异。 但是在抵押式回购市场

上， 这些市场参与者需要出示他们自己的抵押物， 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

现金出借人

在历史上， 中国的大型商业银行是银行间抵押回购协议市场上最主要的

现金供应商 （见图 ６）。 特别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占据了全部贷款份额的大

部分。 这反映了它们作为零售存款大型基地和相对保守的资产负债表管理的

特征， 从而导致了更多的资金可以出借到回购协议市场中。①

图 ６　 未偿回购协议贷款余额 （银行间市场， 担保抵押， 按机构类型分类）∗

注：∗６ 个月移动平均值。
∗∗从来源数据中的 “特殊会员单位” 重新标记而来。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ＣＥＩＣ 数据库。

与大型国有银行相比， 中小型银行 （图 ６ 中标记为 “其他商业银行和

合作社”） 在回购协议市场上作为净借款人 （下面会讨论）， 尽管他们也占

有相当一部分的贷款份额。 这些机构同时参与到市场中大规模的借入与借出

２３３

① 从中国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提供的 “国有商业银行” 回购行动的数据不能在大型

国有商业银行和小型 “股份制银行” 之间进行区分， 但是来自中国人民银行 （ＰＢＣ） 的国

内银行体系资金来源与使用数据表明，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这类银行中占据了回购借出协

议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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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就可能是贷款转借活动的信号， 从而这些机构可以利用这些机会， 以

低于他们借出资金利率的方式借入资金。 然而， 这也可能反映了在这类银行

机构群体中的差异性。
银行间回购市场中另一个显著的资金来源就是中国的一些政策性银行，

它们的金融活动被记录在 “特殊成员” 类别中 （Ｃｒｕ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政策

性银行不仅在政府的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上作为融资渠道发挥了准财政的作

用， 而且也在整个金融体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三个政策性银行

中， 国家开发银行 （ＣＤＢ） 是回购市场中最为活跃的银行， 其在抵押式回

购协议市场上作为特殊成员的净贷款额， 与国家开发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回

购市场贷款记录密切相关。
自 ２０１４ 年年初以来， 政策性银行在回购市场上的借出量就有了显著的

增长， 在两年的时间里增长了三倍， 从而使得它们已经成为市场中具有系统

重要性的参与者。 最近一些年， 政策性银行通过债券发行 （政策性银行的

传统融资来源） 和央行的抵押补充贷款工具 （２０１４ 年启动， 从而为政策性

银行提供低成本融资和支持开发性借贷）， 提高了它们提供贷款的能力。 很

有可能的是， 正是政策性银行在回购市场活跃程度的增加， 从而使其成为国

家主导推动下降低回购利率波动性的一部分 （参考下面的 “最新发展及其

启示”）。
央行通过其公开市场操作在银行间抵押回购市场上发放的贷款， 也在最

近两年中迅猛增长。① 这反映， 随着 ２０１４ 年以来央行外汇储备呈现下降的

趋势， 央行更加偏好通过更多地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而非变动要求的准备金率

来管理市场流动性条件。 就像政策性银行那样， 央行在回购市场中活跃程度

的增加， 很有可能是以降低回购利率波动性为目的。
资产管理公司将回购市场用作流动性管理。 随着近些年来资产管理规模

的逐年增长， 它们也增加了借出份额。② 然而这些机构仅占未偿贷款余额的

很小一部分， 它们在银行间回购市场上的现金借出量相比它们借入量的规模

小得多 （下面将讨论）。

３３３

①

②

央行回购的借贷数据可以使用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数据计算得到。 央行的借出或者借入不

能通过其他金融机构的数据刻画， 也不能通过加总的交易量或者余额数据来反映。
从本章研究目的出发， 我们将所有记录的机构一起分组为： 基金机构、 保险机构、 证券公

司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作为资产管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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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借入方

小型银行 （图 ７ 中的 “其他商业银行与合作社”） 和资产管理公司在银

行间抵押回购市场中占据了借入方的绝大部分比重， 其中小型银行的未偿贷

款约占一半。 相比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这些银行的零售存款基数较小， 但最

近一些年它们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在不断地扩张， 结果导致了对批发融资如回

购协议等的更强依赖 （澳洲联储银行， ２０１６）。
近些年来， 资产管理公司不断增加它们在银行间抵押回购市场中的

借入量， 并在市场全部未偿贷款中占很大的比重。 这种增长与这些基金

所管理资产规模的急剧扩张有关， 部分地反映出某些类型的资产管理公

司一般比银行的活动面临着更少的监管。 资产管理公司很有可能在最近

几年中增加其借入资金的规模， 从而参与到债券套利交易中 （下面将讨

论）。

图 ７　 回购协议未偿贷款余额 （银行间市场， 担保抵押， 按机构类型分类）∗

注：∗６ 个月的移动均值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ＣＥＩＣ 数据库。

图 ７ 中 “国有商业银行” 分类下的金融机构借贷， 刻画了股份制银行

（与作为市场主要资金供应商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相比， 这些机构的规模更

小） 的借入量和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用于转贷的借入量。 银行间回购协议利

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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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将同时基于所提供抵押物的质量和借款人的信誉而有所差异 （Ｓｈｅｖｌｉｎ 和

Ｃ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① 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被认为具有最高的信用质量， 从而资金

借入的利率低于那些小型银行， 而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借入资金的利率要高于

小型银行。 评级更高的机构如国有商业银行可以利用它们的信用优势， 以相

对较低的利率借入资金然后以较高的利率转贷给小型 （信誉更低的） 金融

机构从而获取利润。 图 ８ 显示了按照机构类型分组的抵押回购市场净贷款

余额， 其中忽略了转贷活动和组内金融机构的差异， 从而显示了资金的

最终供给方和使用方。 在净余额的意义上， 政策性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

相比国有商业银行， 是最大的资金供应商， 而小型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是

净借入方。

图 ８　 未偿回购贷款净额 （银行间市场， 担保抵押， 按机构类型分类）∗

注：∗６ 个月移动平均值。
∗∗从来源数据中的 “特殊会员单位” 重新标记而来。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ＣＥＩＣ 数据库。

５３３

①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借款人的信用质量在抵押回购体系中显得更为重要。 在一定程

度上， 贷款人很难在一个违约事件中要求获得抵押物。 我们意识到中国银行间回购市场报

告的唯一一起违约事件， 涉及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的一起规模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 （约合 ７００ 万美元）
的隔夜拆借违约。 但是这一报告的违约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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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回购利率波动性的下降

　 　 ２０１５ 年中国回购利率的波动性有了显著下降并且自那以后保持着较低

的波动水平， 尽管自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以来有所增加 （下面将讨论， 见图 ９）。

导致波动性更低的一个因素就是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所引入的资本充足率均值

（ＩＭＦ， ２０１６）。① 然而， 随着政策性银行和央行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回购协

议市场， 这就意味着中国抑制回购利率波动的宏大目标。 一篇与中国人

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合著的工作论文支持了这一论点。 特别地，

它强调将货币政策从目前的方法 （关注数量性贷款目标、 “窗口指导” 以

及对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中央指导） 转换到利率缓冲方法， 并改善短期利率

（尤其是 ７ 天回购利率） 向经济中其他利率的传导机制 （Ｍａ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不仅如此，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的一篇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的署名文

章也重申了这些目标。 文章说， 从短期利率 （尤其是 ７ 天回购利率和央行

中长期贷款利率） 向债券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的传导机制明显改善了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７）。②

政策性银行从 ２０１４ 年年初以来增加了它们在抵押回购市场上的贷款量，

使得它们的未偿贷款份额从 ２０％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年初的接近 ４０％ 。 ２０１６ 年年

初， 随着中国人民银行增加了其他回购市场中的参与度， 政策性银行和央行

的贷款份额进一步增长 （见图 １０）。 与此同时， 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更加主动

地管理流动性， 扩大了市场流动性注入和退出的规模， 并从双周公开市场转

移到每日的公开市场操作 （见图 １１）。 同其他央行一样， 这就使得中国人民

银行更加有效地缓冲流动性条件的短期波动———例如， 大规模税收支付和现

金的季节性需求导致的短期波动。

６３３

①

②

该规则变动允许银行在某特定报告日期的资本金率比央行要求的资本金率低 １％ ， 只要其

在审查期内的资本金率均值符合要求。
众多市场分析师也讨论了这种向利率缓冲体系的转变， 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２０１６） 强调了这一转变并鼓励其在最新的转变中取得进一步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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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中国回购利率 （７ 天固定回购利率， 日数据）

注： 小点表示央行在回购市场上的 ７ 天公开市场操作利率 （２０１２ 年之前） 和 ７ 天逆

回购利率 （２０１２ 年之后）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ＣＥＩＣ 数据库。

图 １０　 政策性银行与央行的回购市场贷款余额 （银行间市场， 担保抵押）∗

注：∗６ 个月移动平均。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ＣＥＩＣ 数据库。

７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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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央行的流动性注入和退出 （公开市场操作， 净值）

资料来源： 彭博社。

债券套利交易

回购利率波动性的结构性下降导致了短期回购协议与长期债券之间存在

持久的利差。 这种利差有助于债券的 “套利交易” ———这是一个杠杆性的

债券投资， 其中投资者获得了更高的长期利率， 但是只需要支付较低的短期

利率 （这就是说， 投资者通过回购市场购买债券然后将其抵押换取现金）。

众多报告显示， 回购利率的低水平和低波动性确实导致了杠杆性债券投资的

增加 （例如参考： 彭博新闻， ２０１６； Ｄｏｎｇｍｉｎｇ， ２０１６； 新华财经频道，

２０１６）， 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评论指出， 相关金融机构面临着期限错配的风险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７）。

在投资者通过短期回购协议投资长期债券的案例中， 交易受限于再

融资风险。 这是因为基于此交易赚得的利差会随着回购利率的上升而消

失甚至为负。 套利交易还受限于资本损失的风险， 因为投资者几乎很少

通过回购持有一项长期债券直到其到期。 这种风险会通过该投资的杠杆

本质而放大， 其结果就是投资者在回购市场的融资头寸对债券收益率的

变动高度敏感。

隔夜拆借和长期债券之间的利差是最大同时也是最持久的 （见图 １２）。

这很有可能导致了 ２０１５ 年年初的隔夜回购交易的大幅度增长， 以及小型银

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在回购协议市场上借入资金规模的增长 （见图 １３）。 在投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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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这一侧， 使用买卖价差度量的流动性与此同时在显著增长， 从而套利交

易在一个偏低和稳健的利率环境下增加了债券交易量。 然而， 尽管套利

交易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但是当利率上升时它的交

易量也会很快下降。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对应的季度为这一原理提供了一些证

据， 当时随着回购市场波动性和债券回报率的增加， 买卖价差拉大。 此

外， 杠杆债券投资的增长提高了债券市场对回购利率的敏感性。 例如，
在 ２０１３ 年， 回购利率的大幅增加对于债券市场影响不大， 但是其后在

２０１６ 年回购利率水平和波动性的相对较小幅度的上升， 都会导致收益率

的显著上调。

图 １２　 债券利率与回购利率 （日度， 新发行的债券）

资料来源： 彭博社。

２０１６ 年下半年的回购利率水平和波动性的部分上升反映了这段时期内

资产管理公司增加了它们借入资金的份额 （同时还有中国人民银行流动性

操作的转变， 下面将讨论）。 一般而言， 资产管理公司很可能比银行以更高

的利率借入资金， 所以这类机构在交易量中的份额上升就会导致平均回购利

率的上升， 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更高的波动性， 因为这些机构可以借款的

９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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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回购市场交易量 （银行间市场， 月度， 担保抵押， 按等级分类）

资料来源： 笔者的计算； ＣＥＩＣ 数据库； 全国银行同业拆借中心。

利率对于信贷市场风险偏好更加敏感。①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考虑到某些银行间

回购协议市场参与者存在 “代持” 行为的这种非正式回购协议， 资产管理

公司被要求在借入资金时支付比银行更高的溢价并且数值急剧上升， 最终导

致回购利率大幅度上升 （下面将进一步讨论）。

“代持” 市场

代持 （这个可以翻译为 “代替某人持有某物”）， 指的是出售债券以换

取现金， 然后在交易初期约定的价格和时间内回购债券的操作行为。 “代

持” 协议在经济上等价于回购协议， 但是它不发生在银行间市场交易体系，
而且本质上是一种非正式交易。② 由于这种非正式性， 在这一市场上进行的

一些交易可能不同通过法律执行———例如据报道， 代持协议使用即时通讯服

务达成协议。

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使得市场参与者可能选择在代持市场而非正式的银

０４３

①

②

资产管理公司被认为是具有较高的信贷风险， 从而很有可能比银行支付更高的利率

（Ｓｈｅｖｌｉｎ 和 Ｃｈａｎｇ， ２０１５）。 从 ｃｈｉｎａｍｏｎｅｙ ｃｏｍ ｃ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中国外汇交易系统网站， 这个网

站处理是银行间回购交易数据） 上检索到 《抵押回购月度公报》 的数据显示， 其他金融机

构的平均回购利率总是比任何一家中国的银行要高 （尽管这并不能表明不同金融机构在回

购资金利率条件上存在潜在差异）。
关于代持市场的信息， 基于 Ｄｏｎｇ （２０１６）； Ｍｏｒｉｙａｓｕ （２０１６）； ＢＩＳ （２０１７）； Ｈｏｎｇ （２０１７）；
Ｌｏｎｇ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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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间市场开展交易。 代持交易可用于在贷款期内从资产负债表上转移资产，

从而规避对杠杆的监管控制。 代持同时也允许抵押物的再抵押， 从而相比抵

押回购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杠杆率。

尽管关于这一非正规市场几乎没有可得的数据， 但这种操作却是被广泛

报道的。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中心 （ＣＣＤＣ） 的主席估计， 代持协议的未偿贷

款额度可能高达 １２ 万亿元人民币 （１ ７ 万亿美元）， 从而其体量相当于银行

间回购市场的 ２ 倍大 （Ｄｏｎｇ， ２０１６； Ｈｏｎｇ， ２０１７）。 在不知所使用抵押物类

型、 合约可执行性以及所涉及机构信誉的情况下， 很难评估这一活动所涉及

的风险。 然而， 代持市场的非正规性表明， 这一风险要显著高于正式回购市

场的风险。 不仅如此， 正式回购市场和非正式回购市场的参与者之间很有可

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 结果使得体现在代持市场的风险可能会溢出到银行

间市场甚至交易所市场。

例如，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中期， 国海证券宣布其两名前任董事伪造了 １６５

亿元 （２４ 亿美元） 的代持合约与其他金融机构进行交易。 国海证券的公告

消除了该企业是否会回购涉嫌到欺诈交易债券的疑问， 彼时相当于市值损失

１０ 亿元 （１ ４５ 亿美元） 左右， 约占该企业股东权益的 ７％ 。

这一公告导致了利率市场的大幅波动。 在正式的回购市场上， 现金出借

人不再愿意为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资金， 从而使得这些机构支付的利率与银

行支付的利率之间的利差大幅度上升。① 债券市场上， 收益率显著上升而且

买卖利差进一步拉大。② 不过， 这种错位是短暂的， 因为据报道， 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已经介入此事的解决， 而中国的大型银行通过 “Ｘ—回

购” 的方式增加它们在回购市场上的资金供应量。 “Ｘ—回购” 是中国人

民银行于 ２０１５ 年启动的一项回购工具， 它要求在满足标准化的抵押品和

折扣要求下， 对银行间回购市场的贷款人和借款人实施匿名匹配。 “Ｘ—回

购” 的方式为非银行金融机构获得了借入资金的融资条件， 而在传统的回

购市场上， 这些机构因为代持市场向银行间市场的信贷焦虑溢出效应， 无法

获得融资机会。

１４３

①

②

所有类型金融机构借贷的 ７ 天回购协议与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借贷的 ７ 天回购协议之间的

利率差异， 在 １２ 月底扩大到了 １００ 个基点， 而通常这一利差只有 ２０ ～ ３０ 个基点。
中国政府债券期货的交易也暂停了， 成交量下降到日度极限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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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条件的延伸

杠杆性债券回购的使用增加以及非正式回购市场， 都加剧了中国金融系

统的风险。 为了对这些风险做出明确回应，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中国人民银行开

始在其 １４ 天公开市场操作和 ２８ 天公开市场操作的基础上， 推出了标准化的

７ 天公开市场操作业务。 尽管在这一时期没有对这一操作方法改变提供官方

评论， 但是有许多研究报告 （例如， Ｒｅｕｔｅｒｓ， ２０１６） 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

试图通过鼓励减少使用隔夜拆借协议和增加使用长期拆借回购协议， 从而降

低债券购买的杠杆率。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指出， 中国人民银行公

开市场在操作方面所发生的转变对于缓和金融机构期限错配和流动性风

险具有实际的效果 （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７）。 回购市场交易量在这些变化之后明

显下降， 从而使得一些债券套利交易的投资者可能因回购利率水平与波

动性的增加而望而却步。

结　 论

中国的回购市场在近些年来飞速扩张。 这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广阔发展相

一致， 并且为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有效管理短期资产与负债所需的参与深

度与流动性。 不仅如此， 中国人民银行还认为， 回购市场的发展将进一步支

持未来以短期利率为调控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 然而， 如同其他金融市场一

样， 短期融资市场的扩张也可能增加金融系统的稳定性风险， 特别是在这些

市场本质上是非正式市场的时候。 这些风险看起来随着中国回购市场的发展

在不断上升， 而政策环境正是对这些风险做出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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