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言

货币及其演变袁无不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遥 经

济发展袁 又无不依赖于货币形式及其功能的变革遥
货币并不是中性的袁其对实体经济发展和国际关系

都有着深刻的影响遥 货币的国际化袁是主权货币突

破国界在更多国家范围内发挥货币职能的现象袁是
经济发展尧 国际经济交往和国家间利益博弈的产

物遥 这种现象的发生本质上是不同国家经济交往程

度加深和全球统一货币缺失而最终由主权货币满

足现实需要的结果遥 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现象袁只
有满足特定条件的主权货币才能成为国际货币遥 人

民币国际化是风险与收益共生的过程袁 长远看袁收
益将远远大于风险遥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不

断创造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袁但其程度仅仅处于货

币国际化的初级阶段遥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通过周边

化尧区域化进而国际化的途径实现袁离岸市场建设

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中间阶段袁又是其重要基础遥
二尧主权货币国际化及其原因

渊一冤货币职能与货币国际化

货币袁作为社会关系的体现袁在经济运行中发

挥着价值尺度尧交易媒介尧支付手段尧价值储藏的职

能遥 [1]从货币的产生及生产关系属性角度看袁货币的

国际化就是生产关系和货币基本职能的国际化遥 由

于政府尧企业和个人对于货币的使用目的不同袁[2]货
币国际化自然在不同使用主体间存在差异遥 外国政

府使用本国货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货币汇

率的基本稳定以及政府间的国际支付曰 实际经济运

行中袁 这些目的的实现依赖于本国货币被用作外汇

储备尧外汇市场调节工具以及汇率机制的货币锚等遥
国外微观主体如企业和个人持有本国货币主要是为

了便利货物或服务的计价尧 结算以及金融投资等需

求遥 [3]货币的国际化就是主权货币在世界范围内发

挥这些基本功能的过程遥 [4]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实现

基于很多现实条件袁 并非每个主权货币都能够成为

国际货币遥可以说袁国际货币是政治和经济综合因素

的成果遥由于货币国际化所蕴含的巨大利益袁各国都

有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强烈愿望遥
渊二冤全球统一货币缺失与主权货币国际化

在世界范围内缺乏统一政府而世界经济运行又

对运行规则和安全稳定有强烈诉求之时袁 根据经济

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判断准则袁 对世界经济拥

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将发挥制度和规则维护者的角

doi:10.3969/j.issn.1672-626x.2016.02.006
夏明：财务学：理性和行为的交响曲江 畅院论智慧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2016 年 3 月 第 14卷 第 2期

Vol.14 No.2 Mar. 2016

摘 要院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发展内生化的要求袁也是经济深化发展的条件遥 人民币国际化实质上是价值尺度尧交
易媒介尧价值储藏以及支付手段等货币功能在国际范围内的发挥曰政府和微观主体对于这些功能在需求形式上存在差

异遥 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为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创造条件袁现实中依然存在诸多阻碍因素遥 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处于初级

阶段袁周边化尧区域化进而国际化是可行的实现途径曰离岸金融市场建设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础遥
关键词院人民币国际化曰离岸市场曰货币

中图分类号院F822 文献标识码院A 文章编号院员远苑圆原远圆远载渊圆园16冤02-0037-05

人民币国际化与离岸市场的地位

邢全伟
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财经系袁北京 102488冤

收稿日期院2015-12-27
作者简介院邢全伟渊1987-冤袁男袁河南安阳人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财经系博士研究生袁主要从事国际投资和农村发展

研究遥

37



2016年 3月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第 14卷 第 2期

色遥 同理袁经济交往形成经济利益袁在野中心要外围冶
的国际分工体系中袁中心国家为了保障自身经济利

益袁在经济交往和国际事务运营能力不断增强而又

缺乏统一政府提供秩序这一最重要的公共产品的

时候袁军队尧货币和国际规则将实际上成为这种统

一秩序及其稳定机制遥 这些条件的具备是一个国家

在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中核心地位的不断强化袁也是

野中心要外围冶国际分工体系的稳定的要求遥 虽然这

种野不平等冶的国际分工体系不利于外围的发展中

国家袁但至少为其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条件遥 货币作

为融通经济发展尧降低交易成本尧承载资源供求信

息以及财富储藏的社会关系工具袁在缺乏世界统一

货币的前提下袁自然由核心国家的货币承担起这种

类似作用遥 所以袁主权货币的国际化是承担全球统

一货币职能的重要途径袁也是国家主权在全球范围

内的延伸遥
三尧人民币国际化的基本问题

渊一冤经济发展内在需求和收益促进人民币国

际化

依据货币国际化的涵义袁自然可以理解人民币

国际化遥 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

和现实问题而进行的一种经济机制演变袁这种机制

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并且带来收益遥 对于中国而言袁
天量的美元储备由于美国的危机管理和量化宽松

政策面临巨大的贬值风险袁全球统一的货币是解决

这种风险的最好途径袁 只有 SDR 拥有这种潜力袁但
其在短时间内无承担此任务的能力遥 区域金融合作

也是另外一个途径袁但是袁中国既有的为数不多的

区域金融安排更多地是危机倒逼形成的袁缺乏主动

让步融合的积极性遥 人民币国际化成为解决此问题

最现实的方法遥 与此同时袁人民币国际化也可以为

中国经济带来经济收益遥 首先袁人民币国际化将使

得汇率风险和结算成本失去存在基础遥 汇率风险和

结算成本依赖于不同国家货币比价尧中介及汇率波

动和不同货币的转换袁由于国际贸易中可以使用人

民币直接定价及结算袁自然消除了这种不同货币比

价尧定价和变动的风险及成本遥 其次袁由于低成本和

便利性袁人民币国际化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遥 更

长远地袁由于竞争加剧和融入国际经济程度的不断

加深袁 人民币国际化将推动金融体制的效率提升遥
另外袁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基于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产

品的发展袁这也是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遥 最后袁

人民币国际化可以为中国带来铸币税收益袁抵御输

入型通货膨胀袁增加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遥
渊二冤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不断创造人民币国

际化的条件

经济持续发展和开放程度的加深是人民币国

际化的基础遥 对于一个大国而言袁经济机制自身也

会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袁诸如经济发展环

境尧金融体系纵深发展尧价格稳定尧风险抵御能力增

强等遥 这些条件在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的同

时袁经济体抵御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的风险能力也

不断提高遥 历史上袁英镑尧美元尧日元和马克的国际

化都印证了这些判断遥 同时袁经济的持续增长大多

数情况下将伴随着国际交往程度的加深袁开放程度

的提高主要表现在国际贸易及国际投资的增加尧国
际收支项目管制的减少以及国际事务的更多参与

等方面遥 这些方面之间的关系体现为院国际贸易和

国际投资的扩大将内生出对货币功能的国际化要

求曰同时袁政府对于国际收支项目的管制应该配合

性地减少遥 国际收支项目包括经常项目和资本项

目袁开放经济体下两个项目的管制的内容和方式都

会发生改变袁核心内容为贸易买卖尧证券投资以及

政府储备的本国货币自由使用和及时满足等遥 同

时袁这些制度安排需要基于发达的金融体系和高竞

争能力的金融机构袁它们能够通过金融产品设计和

风险管理措施融通资金尧发现价格尧减少交易成本袁
有效地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遥 另外袁
人民币币值必须保持稳定袁这是人民币发挥国际货

币基本职能和满足几乎所有政府或微观主体需求

最为基本的条件袁 货币币值的不稳定将通过预期尧
交易以及资本流动等途径冲击实体经济遥 理性政府

或微观主体绝对不会接受内在价值剧烈波动的货

币遥 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新构建将直接影响人民币的

国际化袁在目前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框架

下袁对人民币国际化存在诸多压制的内容遥 可以看

出袁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政府政策都不断地在这些方

面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着条件遥
渊三冤内外经济条件不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

进程

虽然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为人民币国际化不

断地创造条件袁在很多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袁但是这

些条件更多地停留在中前期阶段袁 并不足以支撑人

民币国际化进程遥 目前袁在经济基础和政府政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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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存在诸多阻碍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袁 主要表现

为院 微观企业的定价和国际运营能力严重欠缺尧资
本项目管制尧金融体系脆弱尧汇率机制缺乏弹性尧金
融机构竞争能力不足以及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和既

有国际货币的阻碍等遥 这些不足是经济发展程度欠

缺尧政府谨慎管理和国家利益博弈的后果遥 由于中

国金融抑制的历史所形成的结果袁中国的金融体系

发育程度不足袁 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袁
金融体系的机构尧产品和管理能力单一或低下遥 同

时袁如果实施完全开放的经济策略袁政府管制下的

中国经济机制将缺乏足够的承受剧烈外部冲击的

素质袁例如袁扭曲形成机制下的资产价格水平与外

部套利活动有明显的协同效应遥 这种保守的经济和

金融管制政策为国内经济稳定创造了条件袁也同时

失去了很多潜在收益遥 当然袁在潜在收益和现实成本

之间袁理性的经济主体将更加顾及后者遥 外部经济

条件下袁虽然次贷危机尧欧债危机以及日本经济疲

软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有利条件袁但是这些国际

货币特别是美元的地位依然难以撼动遥 [5]总体而言袁
内外经济条件并不足以支撑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袁
这些条件的完全满足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自身遥

渊四冤人民币国际化处于货币国际化前期阶段

中国虽然在极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袁经济发展

和政府政策也在不断创造条件曰但是袁这些努力下

的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依然停留在前期阶段遥 具体而

言袁可以从国际货币所发挥的基本职能角度对人民

币国际化程度进行评判遥 在发挥微观主体需求的国

际货币职能中袁作为价值储藏手段使用的地域范围

仅仅局限于香港袁作为交易媒介的使用主要集中于

跨境贸易结算试点范围曰同时袁人民币也仅仅在债

券计价中发挥价值标准的作用遥 [6]在贸易支付中袁目
前使用人民币的比例远远低于 1/3袁[7]同期日元和欧

元占比各自国际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40%和

50%遥 [8]在外汇市场交易币种中袁人民币交易额仅占

总交易额的 2.3%遥[9]在满足政府需要的货币职能中袁
人民币在外汇储备和汇率机制货币锚等方面基本

缺失曰作为交易媒介的功能仅仅存在于与周边国家

的清迈协议机制以及央行间的货币互换协议中袁而
且为数不多的渠道并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袁人民币

区域化形式大于实际遥 [10]根据 IMF 的统计袁截至到

2013 年第二季度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以人民币形式

所持有的占总体外汇储备的 6%曰同期袁美元和欧元

占比分别为 71%和 18%遥 总而言之袁人民币的国际

化程度依然局限在较小范围袁离真正的货币国际化

尚存在很大的差距遥
四尧离岸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

渊一冤离岸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基础

总结既有的货币国际化模式袁 主要有依赖贸易

发展的英镑模式尧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综合作用的

美元模式尧区域化进而国际化的马克模式以及货币

单一功能国际化的日元模式遥 这些主要货币的国际

化经验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启示是促进经济

和国际贸易扩大的同时袁 深化国内金融体系改革袁
推动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曰利用跨境人民币业务

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突破口袁促进货币区域化的发

展遥 通过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袁可以为完全的人民

币国际化的市场奠定重要基础遥 从这一人民币国际

化的途径可以看出袁离岸金融市场作为服务于非居

民之间的以在岸货币进行金融交易或资金融通的

场所袁实际上是人民币区域化向国际化迈进的重要

中间阶段遥 当然袁这种划分并不十分严格袁实际中的

人民币国际化是周边化尧区域化尧离岸化以及国际

化的协同深化发展遥 根据已有的国际实践经验袁大
多数离岸金融中心的银行将居民和非居民的在岸

账户和离岸账户严格分离曰而在岸居民账户与非居

民的金融账户的交易被定性为涉外金融业务遥 离岸

市场的建设实际上是中国减少资本管制的一个途

径袁这种可控的尧明显隔离内外运行风险的资本开

放机制非常符合中国经济改革的既有模式遥 显然离

岸金融市场的建设对人民币国际化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袁虽然由于离岸金融市场的规模较小袁所发挥

的作用并不足以决定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袁但中国

仍需要促进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和发展曰 特别地袁
在资本项目存在管制的情况下袁离岸市场的发展是

中国寻求突破的重要领域遥
渊二冤离岸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从人民币的区域途径看袁周边化尧区域化尧离岸

化进而国际化是可行的途径遥 在功能实现方面袁人
民币国际化将逐步实现结算货币尧投资货币尧储备

货币的功能遥 离岸金融市场作为一种金融创新袁除
了在人民币国际化中的这种重要地位袁 在实际经济

运行中具备诸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遥 离岸金

融市场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袁 提高货币流动速度袁促
进资金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袁为国家和企业发

邢全伟：人民币国际化与离岸市场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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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提供一个国际资金融通渠道袁帮助解决国际收支

失衡和企业资金短缺等问题遥 由于便利性尧低成本袁
离岸金融市场也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遥 同时袁离
岸金融市场为内部金融市场与外部金融市场建立

联接渠道袁 进而促进在岸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袁
提高金融结构的金融创新程度袁推动国际金融市场

的一体化遥 另外袁在中国对资本流动项目存在很多

管制的情况下袁对于未来风险的预期促使国外投资

者倾向于利用离岸市场增加货币的持有曰[11] 这是增

加货币职能国际化满足微观主体需求的一个途径遥
例如袁在我国人民币离岸市场建立之后袁离岸市场

中的人民币存款以及基于人民币的金融产品在很

短的时间里翻番增长袁这说明国际上潜在的人民币

国际货币职能需求由于政策原因存在明显抑制遥 当

然袁与其他加深经济开放程度的渠道相同袁离岸金

融市场将对国内金融市场产生冲击袁带来新的风险

因素袁影响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行效果遥 最后袁离
岸市场的建立在内外机制不一致尧产生问题以及外

部新事物的共同作用下反向促进中国的金融体系

改革袁 虽然也有从制度差异寻租的角度的相反意

见袁[12]但开放往往优于封闭遥
渊三冤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是可控范围内的

渐进改革

离岸金融市场与传统的金融市场一样袁只不过

是人为地将其认定为非居民之间对在岸货币的金

融交易遥 传统金融市场的业务在离岸金融市场大多

都可以进行袁只不过服务对象是非本国居民遥 其中袁
居民包括机构和个人两类遥 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之

间的交易存在不同的分离形式袁主要区别在于内外

账户之间进行的业务差异遥 居中的是允许内外账户

之间自由进行部分金融业务袁诸如贷款等曰处于两

端的是允许内外账户自由交易和不允许进行任何

交易遥 从这些离岸金融的交易形式可以看出袁居中

的离岸金融市场建立较适合目前中国的发展情况遥
中国的离岸金融中心主要由少数银行和城市为依

托建设的袁这个过程一直是政府主导的在可控范围

内的渐进式改革遥 2002 年袁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建

设经过 3 年整顿袁开始恢复发展遥 交通银行等 4 家

银行获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资格曰随后天津滨海

新区试点和上海自贸区成立的离岸金融业务探索

等成为我国进行离岸金融市场改革的重要探索遥 自

2004 年启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立以来袁其业务

总量占全球人民币离岸业务总额的 80%遥 [13]香港作

为中国重要的离岸市场袁也是自然的资本项目开放

的改革试点遥 中国政府可以通过与香港货币当局紧

密合作袁依照意愿在可控的范围内逐步开放资本项

目袁采取居中式的离岸市场管理模式进行人民币离

岸市场建设遥 同时袁我国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

存在国际竞争袁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如伦敦尧纽约等

都有离岸人民币业务遥 中国应该充分利用这些竞

争袁促进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建设遥
渊四冤统筹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体系

离岸市场的建设需要结合国内的金融改革袁同
时袁中国需要统筹建设人民币离岸市场袁优化离岸

市场体系遥 总体而言袁国内对于资本项目的开放的

主导意见是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条件并不成熟袁这
使得离岸市场建设更为迫切遥 国内方面袁上海自贸

区尧深圳前海工业特区可以作为国内离岸市场建设

的重要经验遥 国际方面袁一般一个国家只建立一个

离岸国际金融中心袁也可以存在其他小的区域离岸

金融中心遥 在中国建立离岸金融中心的天津尧上海尧
深圳和香港将面临分化遥 首先袁这种分散化的离岸

金融中心建立不利于发挥规模经济尧核心竞争力的

培育遥 其次袁借鉴既有的国际经验袁中国并不需要数

个国际离岸金融中心遥 这就需要统筹建设袁重新定

位袁优化这些离岸中心城市的体系遥 将来袁中国主要

的国际离岸金融中心可以存在两个袁最大潜力城市

是香港和上海袁而深圳和天津的离岸金融中心应该

主要定位于区域性的离岸金融中心遥 特别地袁深圳

可以与香港相互配合袁相互补充建立深港国际离岸

金融中心遥 同时袁由于中国目前的离岸金融市场的

建立都是内外严格分离型的袁而香港是内外完全一

体的模式遥 根据有管理的内外分离型的离岸金融市

场的建立目标袁我国应充分利用香港成熟的金融体

系和离岸金融市场建设经验袁促进内地离岸金融中

心的改革遥
五尧结语

人民币国际化是经济发展内生演变的目标袁可
以解决目前经济发展中的诸多问题和带来巨大的

经济利益曰 也可以说袁 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进

一步发展的要求和条件遥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

策都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各种条件遥 这些条件并

不足以支撑人民币国际化遥 目前袁人民币发挥国际

货币职能的领域极为有限袁国际化程度依然停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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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nminbi is not only the inner requirement of it, but also its

precondition. Essentially,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the currency functions, such as measurement of value, medium of ex鄄
change, store of value, and medium of payment, played all over the world. There is a difference on the demand form of such
currency functions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icro economic entities. Even thoug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policy
have actively created conditions for RMB internaliz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obstacles in reality. The degree of international鄄
ization of Renminbi is in the primary stage. To fulfill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t is feasible to take the path of localization,
regionalization, and then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is sense, Construction of offshore market is an important basis to realiz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nmin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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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国际化的初期阶段遥 根据既有的货币国际化经

验袁周边化尧区域化进而国际化是可行的途径曰作为

中间阶段袁 离岸市场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基

础遥 我国离岸市场应该由内外严格分离的管理模式

逐渐放松袁 向有管理的内外分离管理模式转变袁这
需要中国完善国内金融体系尧提高金融机构运营和

竞争能力尧增加汇率弹性以及谨慎地开放资本项目

的配合遥 在离岸市场体系优化方面袁上海和香港应

成为国际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袁深圳和天津可以作

为区域性的离岸市场遥 同时袁充分利用纽约尧新加

坡尧 伦敦和东京等离岸人民币市场的竞争关系袁促
进全球范围的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形成发展遥 我国可

以通过发达离岸金融市场的建设为人民币区域化

向国际化的转变奠定基础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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