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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金融和汇率框架：
国际经验和对中国的意义
导言
艾明和席睿德

1

中国已经启动了旨在促进可持续和高质量增长的全面改革。其含义之
一是更加依赖市场进行高效的资源配置。虽然中国的改革议程庞大而
繁复，但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金融和对外部门。其中，中
国已经正式放开利率，建立了存款保险计划，并在汇率制度改革方面
取得了进展。
随着中国的金融体系持续快速发展、金融创新层出不穷，继续
强化金融部门框架，包括宏观审慎框架，将成为一项要务。同样，随
着中国推进汇率制度放开，一些重要问题由此产生，例如，最终的汇
率框架将是怎样的，以及如何以最佳方式付诸实现。
将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篮子，是对中国
改革总体进展的认可。基于此，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惠
益，同时将脆弱性降至最低，中国当局正在进一步加强政策框架（即
支撑和指导市场功能的制度基础）以及治理结构。
中国经济仍然处在转型期，关于如何推进，教科书并没有提供
多少指导。政策和框架也需要不断校准。依托国际经验，中国人民银
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联合会议，讨论如
何加强金融和外汇框架。除主办方之外，会议还汇聚了其他相关国际
和国内机构的专家、决策者和工作人员。会议的重点是找出切实可行
的政策解决方案，并评估不同做法的裨益与成本。

强化汇率和辅助性政策框架

1

编辑及会议主办者，中国人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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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推进汇率放开进程，人民币汇率现在以一个货币
篮子为参照。随着中国走向浮动汇率制度，产生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
题：（1）中国应当采取何种浮动汇率制；（2）如何实现；及（3）在
此情况下如何干预市场以确保市场正常运作。虽然国际经验很有用，
但是此次会议也考虑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特地位，包括中国经济的
规模以及人民币作为特别提款权篮子货币之一的特殊地位。

强化金融部门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此次会议分析了中国金融格局迅速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未来的机遇
（包括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和主要挑战。
借鉴二十国集团一些重要国家（包括美国）金融部门评估工作
的启示，与会者讨论了如何最好地将经验教训运用于中国。尤其是，
会议探讨了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良好做法。
此次会议是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密切合作的结
果。我们感谢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处以及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为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所做工作。特别
感谢李晶等人为这本电子书的编纂付出心力，感谢单琦淇和袁春旺，
他们为兼顾方方面面并确保不出现纰漏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下的电子书包含一些简短摘要以及相应的会议发言，希望对
您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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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致辞
陈雨露

2

尊敬的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上午好！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向各位来宾特别是
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谢意。对基金组织和中
国央行工作团队为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所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由衷
的感谢。
本次研讨会着眼于两大问题，一是完善汇率政策框架，二是加
强金融部门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这两个问题是当下政策界和学术界
非常关注的重要议题。借此机会，我谈谈自己对上述问题的一些看
法。

第一点，

关于完善汇率政策框架。

中国始终坚持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方向，不断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
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2015 年 8
月，中国实行了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改革，旨在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
决定程度。2015 年 12 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
强调要加大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力度，以更好地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
币汇率基本稳定。从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这一机制比较好地兼顾了市
场供求指向、保持对一篮子货币基本稳定和稳定市场预期三者之间的
关系。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面临着一定的人民币贬值和资本流出压
力，但近期外汇市场的情况已经趋向收敛。从中长期的视角来看，人
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表现了强势稳定的特征。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以来，欧元、日元、英镑分别对美元贬值了 25%、6%和 32%，但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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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民币对美元仅小幅贬值 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汇
率则分别升值 29%和 23%。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尽管从 2014 年 6 月峰
值时的四万亿美元降至目前的三万亿美元左右，但仍然居全球首位，
远远超过第二位。
今年一季度，跨境资金流出明显放缓，外汇供求取向基本平
衡，这反映了我国跨境资金流动逐步向均衡状态收敛的大趋势。一季
度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好转与市场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一方面，近期国
内经济企稳提振了市场信心。中国经济运行延续稳中向好态势，2017
年第一季度实现良好开局，增长和效益回升，市场预期改善，内需尤
其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涌现并
快速成长，产业优化升级不断推进，国际收支改善。这些积极因素有
望继续积累，并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可以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
定。另一方面，一季度外部环境尤其是美元汇率相对稳定，国际金融
市场整体运行平稳。在国内和国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今年以来人民
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对美元汇率呈现双向浮动，汇率预期进一步
趋稳。
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持续、大幅实施外汇管制并非有效应对资
本流出压力的方式。从我国跨境资本转向流出以来，外汇管理部门未
对汇兑和跨境收付等采取新的措施，但要求银行遵守现行外汇管理规
定，切实履行展业原则，加强真实性合规性审核。与之前相比，中国
外汇管理政策法规连续一贯，没有任何变化。
下一步，人民银行将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坚持并优化
“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形成
机制，不断提高汇率政策的规则性、透明度和市场化水平，更加充分
地反映外汇市场供求变化，有序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双向浮动、
有弹性的汇率运行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
定，发挥汇率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

第二点，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危机以来，各国央行普遍认识到，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
波动是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个体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并不意味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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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需要从宏观的、逆周期的视角运用审慎政策工具有效防范和化
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从整体上维护金融稳定。宏观审慎政策已经成为
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框架改革的重心。
中国央行在探索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方面进
行了积极的探索。2004 年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有扶有
控”的信贷政策，这都体现了宏观审慎政策的思想。2009 年人民银
行开始系统研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2011 年引入差别准备金动态调
整制度，并在 2015 年将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当年又
将外汇流动性和跨境资金流动纳入了宏观审慎管理范畴。现在，中国
央行已经明确提出探索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政策
框架，积极探索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总的来看，中
国的宏观审慎政策在维护总量稳定、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了
重要作用。
下一阶段，我们将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统筹做好系统重要
性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综合信息统计的管理工作，牢牢守
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本次研讨会已经是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五次联手办
会了。相信有各位来宾的积极参与和贡献，研讨会一定会越办越好。
希望各位来宾能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贡献智慧和
力量。
最后，预祝本次研讨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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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一
增强国际货币体系
第一部分
汇率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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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对汇率市场的干预
马骏

3

摘要：
•

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的短期目的是稳定即期汇率,但更重要的目
的应该是稳定汇率预期。请同时参阅本书最后部分的相应演示文
本。如果干预达到了稳定即期汇率的目的，但导致了汇率预期的
恶化，则会加大未来稳定预期的成本，得不偿失。用多国数据的
实证研究表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很可能导致汇率预期的恶
化，即央行出售外汇反而会导致更大的贬值预期。其机理很可能
与央行干预导致储备下降，从而强化了未来突然大幅贬值的市场
预期有关。

•

资本管制可在短期内通过限制资本流出而改善即期国际收支，但
很可能导致中长期国际收支的恶化。主要原因是，限制流出的资
本管制措施会抑制未来的资本流入。

•

经过两年的新一轮汇改，我国的民众和投资者对汇率波动的接受
程度已明显提高，汇率波动的顺周期性已降低，为减少央行干预
提供了重要的空间。不充分认识这个变化，可能会导致对汇改方
向的误判。

•

建议较快减少外汇干预，实质性地增加汇率弹性，放松对外汇流
出的管制，加大对开放我国债券市场等扩流入改革的力度。

3

马骏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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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框架:拉美国家的外汇干预
亚历杭德罗·维尔纳

4

上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大型拉美经济体逐步施行了通胀目标制，这
种制度从构造上需要实现弹性汇率。请同时参阅本书最后部分的相
应演示文本。但这些经济体仍然对其汇率予以密切监测，这不仅是
因为汇率会向通胀传导，也是因为汇率大幅波动会带来其他的风险。
例如，汇率升值幅度过大将损害竞争力，而经济活动从可贸易
部门转向不可贸易部门也将带来巨大的调整成本。当汇率波动过大时
（特别是突然出现大幅贬值时），由于资产负债表币种错配的潜在影
响，这可能会引发金融稳定问题。
拉美地区的汇率传导效应一直在下降，这是因为央行已建立了
信誉。由于借款人的负债结构变得更加安全（例如，不具备天然对冲
的借款人不再使用外币债务），它们的财务稳健性已经大幅改善。但
拉美地区的央行们仍然认为有开展外汇市场干预的必要（同时，作为
它们的货币政策职能，这些央行仍继续致力于维护价格的稳定）。
拉美国家在资本大量流入时积累了许多国际储备。这帮助它们
建立了充足的预防性外部缓冲，并可能减少了货币升值的压力。一些
国家在资本流入下降或逆转时也动用了储备来应对货币贬值。
这些操作可成为外汇干预策略的一部分，而这存在多种形式。
一些分类方法包括：干预是基于规则还是相机决策；通过即期市场干
预还是通过掉期和其他衍生品实施干预；干预是否进行冲销；公开透
明的干预还是秘密干预。
拉美最大的几个经济体的近期经历，涵盖了上述分类的大部分
情况（如演示中的文氏图所示）。这些经济体均采用了通胀目标制，
因此在近期所有的干预中都进行了冲销。即期市场和衍生品市场的外

4

亚历杭德罗·维尔纳（Alejandro Werner） 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半球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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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干预在该地区都很常见。原则上看，如果市场运行良好且不存在重
大的兑换风险，那么通过衍生品干预应能达到相同的效果。
拉美地区的一个突出之处在于其外汇干预十分透明。该地区有
着按规则开展干预的悠久传统（各国在积累储备时也是如此）。例
如，在积累储备时，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使用了基于 20 日移动平均汇
率行权价格的期权，这帮助它们确定了购入外汇的时点，在升值压力
较大时购入外汇。在贬值压力下，各国也按规则出售外汇。例如，哥
伦比亚使用了基于 20 日移动平均汇率的类似规则；墨西哥则使用了
最低价拍卖，当日内贬值幅度超过阈值时便出售外汇。
各国预先宣布干预措施的作法也十分常见，甚至在买卖即期外
汇时也是如此。例如，2011 年智利宣布，将每日在即期市场购入
5000 万美元外汇，总共将购入 120 亿美元外汇。巴西央行于 2013 年
宣布，每日将卖出 5 亿美元的外汇掉期，此外每周还将出售 10 亿美
元的即期外汇。通过这一计划出售的掉期存量以及其展期，规模最终
达到了该国储备的 30%以上，成为了浮动汇率制下最大规模的干预之
一。2015 年，墨西哥宣布每日将出售 2 亿美元即期外汇；2017 年 2
月，又宣布将通过掉期操作出售最多 200 亿美元。即便是相机决定的
外汇干预也很透明，其操作及机制通常都会予以明确公布。
外汇干预的有效性仍然存有争议。早期的实证研究关注了发达
经济体的情况，几乎没有发现外汇干预有效的证据。这不足为奇，因
为发达经济体的债券市场规模和深度都很大，而外汇干预的规模相对
而言很小。
但近期的实证文献关注了新兴市场，发现了更多支持外汇干预
有效的证据。拉美国家似乎正越来越多地接受外汇干预，而研究通常
认为外汇干预达到了一定的合理效果。在公布外汇干预的规则后，市
场有时会出现很大反应。例如，Chamon、Garcia 和 Souza（JIE 待发
表）估计，巴西的外汇掉期计划使汇率升值了 10%以上。但值得强调
的是，出于汇率的本质，很难评估这种效果是永久性的还是临时性
的，即使是在那些找到支持外汇干预有效证据的研究中也是如此。
即使我们认为外汇干的接受程度在上升，但许多重要问题还没
有得到解答。这种干预在固定汇率制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可还不清楚
它在浮动汇率制下应扮演何种角色。
增强金融和汇率框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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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学的文献对此指导甚少。但政策制定者往往需要行动起来，
不能等到这些问题被解答后再设计最佳的外汇干预策略。包括基金组
织在内的政策界传统认为，外汇干预在市场“无序”条件下能够发挥
出作用。
但外汇干预在全球金融周期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当全球金融
状况出现重大逆转时，就可能出现这一问题。如上文所述，一些国家
在资本大量流入时（即周期中的“繁荣”阶段）累积了国际储备。这
些国家是否应采用对称的方式，在资本流动下降甚至逆转时稳步动用
储备？还是当全球金融状况变糟、预防性动机上升时，继续维持这些
储备？此外，由于很难实时地评估冲击是否为永久性还是暂时性的，
上述问题会变得更为复杂。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能最好地向私人部门沟通外汇干预的
策略，以便减轻过度反应，同时通过提升信心来充分发挥外汇干预的
作用？在价格稳定是通胀目标制央行的关键目标的背景下，要实现有
效的沟通策略，还需要强调外汇干预相对于利率政策的补充作用。这
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短期内不太可能解决。而同时，政策制定者可以
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包括拉美国家在外汇干预方面具有的丰富多样
的经验。

增强金融和汇率框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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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稳定为导向的汇率政策
约瑟夫·加侬

5

前言
1995 年至 2014 年，中国参照美元管理其汇率，汇率在极度稳定期与
管制但略有波动的升值期之间交替（图 1 的实线）。请同时参阅本
书最后部分的对应演示文本。从 2015 年开始，中国允许其货币对美
元贬值，这可能反映出重点转向对汇率的更广泛衡量。
摩根大通计算的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图 1 中的虚线）自 2015
年年底以来贬值，但这被认为是对 2014-2015 年汇率急剧升值的修
6

正，且恢复到 2010-2013 年的上行趋势线。 以美元计值，人民币自
2015 年以来大幅贬值，大多数其他货币也是如此。
就经济政策而言，相比双边美元汇率，实际有效汇率（REER）
是对汇率的更好衡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稳定 REER 是最好的政
策。对中国来说，更好的政策是把对外政策重点放在经济方面更重要
的目标上，即稳定经常账户差额，同时把货币政策的重点放在稳定通
货膨胀和就业上。

重点关注失衡：参考汇率方法
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的 REER 呈现明确的升值趋势。只要中国的生产
率增速快于世界其他地区，人民币就可能需要继续升值。随着中国生

5

约瑟夫·加侬(Joseph E. Gagnon)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本文反映的

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代表彼得森研究所或其他同仁的观点。实证分析尚未进行同
行检查。
还有其他衡量中国 REER 的方法。本文采用摩根大通的 REER，但这不并绝不意

6

味着这是首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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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率增速放缓，预计实际升值速度也将下降，但是，准确估算这种关
系比较困难。此外，为放开中国经济采取的措施，包括减少商品和服
7

务进口壁垒的措施，可能会暂时扭转 REER 的升值趋势。

中国人民银行不应关注汇率本身，而是应该着重关注汇率政策
的最终目标，即经常账户差额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在公众眼里，汇
率具有独特的显著性，所以经常被选作政策目标。但是，人们之所以
关心汇率是因为汇率影响他们在全球市场买卖商品和服务的能力。相
比汇率与历史水平之间的比较，经常账户差额可以更好地反映汇率被
高估或是被低估。对于中国而言，合理的目标是经常账户接近零，并
允许其暂时偏离（主要是周期性原因），幅度不超过 GDP 的+/-3%。

8

从经济和政治角度看，经常账户失衡都十分重要。从经济角度
看，经常账户决定一个国家是否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净贷款国或借款
国。鉴于中国的发展阶段，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是一个净借款国。然
而，考虑到中国高企的私人储蓄率，零差额可能是一个合理的标准。
9

经常账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在唐纳德·特朗普的总统选举
中，美国持续的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他的观点引
起那些因进口失去工作或因进口竞争而受到威胁的工人的共鸣。即使
贸易是平衡的，一些进口仍然会引起失业，因此要求实施保护措施。
但是，当一国发生贸易逆差而非顺差时，这些压力会得到公众的更多
支持。

7

标准经济理论认为，贸易壁垒导致一国汇率升值。

8

Cline 和 Williamson（2008 年）认为，大多数国家在此区间。

9

基金组织在《2015 年对外部门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经常账户标准为 0。《2016

年对外部门报告》将标准提高到 GDP 的 1%，但对此并没有给出解释。2016 年，
主要经济体的标准都转为采用实际值，这可能表明认可现有失衡的意愿，以避免与
成员国政府当局有冲突。或者，可能是因为失衡越来越多地得到原因不明的市场力
量，而非观察到政策差异的支持。然而，实践证明市场通常不是各国间分配资本的
良好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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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显示主要经济体的经常账户失衡在 10 年前达到峰值，大衰退期
间大幅下降。有几年，失衡规模较大且稳定，但目前似乎又在扩大。
如果不是因为油价急剧下跌，美国 2015 年和 2016 年的逆差扩大将更
明显，由于美元近期升值的滞后效应，在未来两年逆差扩大可能会更
10

加明显（Cline，2016 年）。

尽管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应有助于改
11

善经常账户状况），但是，中国的顺差在 2016 年下降。

因此，中

国并没有导致全球失衡再度扩大。近年来，欧元区一直是重要因素。
REER 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影响非常明显，如允许两年正常的滞
后，则尤其如此。如图 2（条形图的红色部分）所示，1995 年到
2002 年，经常账户顺差较小且稳定与 REER 上升有关。2002 年至
2005 年，REER 下降导致 2005 年至 2007 年经常账户顺差创历史新
高。2005 年以来的升值导致经常账户顺差低于 GDP 的 3%，尽管因中
国的 GDP 快速增长导致图 2 所示的绝对美元数并没有下降。有人认
为，日益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中国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减少了汇
率对贸易失衡的影响。基金组织的最新研究没有找到整体效应发生变
化的证据（Leigh 等人，2017 年）。
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之一的发行国，中国应该允许汇率自由浮
动。然而，这并不要求接受汇率或经常账户差额的无限波动。正确的
方法是实施 John Williamson（2007 年，2016 年）首先提出的参考
利率战略。图 3 显示在中国经常账户差额历史的背景下参考利率会如
何运作。长期目标差额为 0，周期性偏差最多为 GDP 的+/- 3%（如虚
线所示）。当经常账户差额高于 GDP 的 3%时，不应允许购买外汇，
应鼓励出售。
10

12

当经常账户差额在 GDP 的 0%至 3%之间时，不应鼓励

在 2016 年 10 月的预测中，基金组织并没有预见到美国的逆差会大幅扩大，但

是，基金组织历史上从未预测到失衡扩大。
11

Brad Setser 认为，统计技术近来的变化夸大了中国的旅游进口。但是，即使作出

大 幅 修 正 ， 中 国 2016 年 的 经 常 账 户 顺 差 仍 不 超 过 GDP 的 3%
（ http://blogs.cfr.org/setser/2017/04/04/chinas-confusing-trade-and-current-accountnumbers/#more-8371）。
12

如果一国的储备低于最低充足水平，不鼓励出售储备。下面部分讨论中国的最低

储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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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外汇，但也不绝对禁止，仍然鼓励出售；当经常账户差额接近 0
时，鼓励程度下降。如图所示，当经常账户差额低于 0 时，采用对称
规则。为了简单起见，这些规则系针对同期经常账户规定的，但是，
在理想情况下，它们应该针对未来两年以内的经常账户预测。
需强调，采用参考汇率制度意味着对汇率没有限制。这只是一
个指导在何时及朝着何方向进行外汇干预的指示标。关键点是干预应
该始终针对过度的经常账户失衡。如果这样做，干预将有助于最大程
度地减少失衡。最近的研究报告了外汇干预对经常账户的重要影响
（Gagnon 等人，2017 年）。
只要将参考汇率战略明确传达给金融市场，就可能会抑制汇率
的过度波动。金融市场很容易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从而导致大量跨
境资本出现不可持续地流动，并引起汇率失调。抑制资本流动过度波
动的官方政策不仅有助于减少失衡，而且还有助于减轻汇率失调。影
响一国汇率的因素有许多，仅仅根据历史汇率，很难发现汇率何时失
调。经常账户差额（及近期预测值）是反映汇率失调的唯一有用指
标。

过渡到新框架
在中国实行参考汇率战略，首先需确定外汇储备的最低水平。两个常
13

用的基准是三个月的进口额和外币计值的 100%短期外债。 图 4 通
过这些基准显示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情况。该图还显示了储备的替代定
义，即官方资产净额，此定义加入了中央银行非储备外国资产和主权
财富基金持有的外国资产，减去公共部门持有和由公共部门担保的外
债。这两种储备测量均远远高于标准充足基准。衡量中国最低充足储
备的标准可能是短期外债（略低于 1 万亿美元）。

13

基金组织（2015 年）建议了一种替代储备指标，该指标远远高于中国的通用基

准，因为它受到广义货币供应的很大影响。对于采用灵活汇率的国家，国内货币存
量不应是确定储备充足性的主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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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储备超过 1 万亿美元左右，并且预计经常账户将保持顺差，中国
应该通过出售外汇储备来抵制 REER 的下行压力。当储备接近 1 万亿
美元时，应结合采用 REER 贬值和储备出售。当储备低于 1 万亿美元
时，应允许 REER 自由贬值。不应抵制 REER 的任何升值压力，除非经
常账户可能在两年内变为负值，或者储备低于 1 万亿美元。只要中国
的生产率增速高于其他国家，REER 就可能继续保持升值趋势。
据报道，2015 年 8 月以后，中国当局收紧了对资本外流的限
制，至少是强化了现行执行的限制措施。从长远看，中国应开放资本
市场。但是，最好是缓慢推进，进一步改善金融监管和放开国内市
场。只要人民币是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篮子的一部分（反映出中国希
望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意愿），就不能扭转中国对外国投资者
放开债券市场的步伐。
有人可能会认为，在采用独立货币政策和开放资本市场的经济
体中，参考汇率战略无法奏效。此结论在有效资本市场模型中是成立
的。然而，在现实中，金融市场并不有效。研究表明，冲销式外汇干
预在存在资本账户限制的情况下更为有效，但是，即使在对资本流动
没有法定限制的经济体中，干预仍然有重要的影响（Gagnon 等人，
2017 年）。例如，虽然瑞士有全面开放的资本账户，但在过去八年
里，瑞士仍对外汇市场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保持大量的经常账户顺差
（Bergsten 和 Gagnon，2017 年）。

当前形势
在当前全球失衡的背景下，中国是货币政策与参考汇率战略保持一致
的唯一主要经济体。欧元区、日本、英国和美国不实行干预，因此与
参考汇率战略不冲突。但是，2016 年欧元区的顺差为 GDP 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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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范围内，应大力鼓励出售外汇以支持欧元的币值。
国的经常账户为逆差，应鼓励购买外汇，让货币贬值。

14

英国和美

15

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很高，这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构成重大风
险。投资崩溃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和经常账户顺差扩大。如果
经济衰退伴随着人民币突然贬值，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将会
更大。中国经济的再平衡调整进展太过缓慢。为了减少过度和不可持
续的储蓄和投资，应鼓励消费更快增长，增速应快于过去几年。
研究显示，社会安全网（医疗和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对消费
有巨大的积极影响（每花一美元至少有 50 美分甚至一美元的影
响），即使这些支出完全由税收增长来融资（基金组织，2012 年，
Gagnon，2013 年）。通过改善社会安全网扩大家庭消费对于全球来
说是一项双赢政策。这将减少中国风险投资的积累，提高中国家庭的
生活水平，以及减少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顺差。

结论
中国的决策者珍视经济稳定。然而，稳定的汇率（无论是对美元的双
边汇率，还是贸易加权基础之上的汇率）都不会带来中国对外收支的
稳定，而对外收支平衡的稳定从根本上说更加重要。对于中国而言，
更好的政策是把对外政策（外汇干预）的重点放在稳定经常账户差额
的目标上，同时把货币政策（利率和货币供给）的重点放在稳定通货
膨胀和就业上，并让财政政策提供一些帮助。减少过度储蓄的结构性
改革也至关重要。长期来看，放开国际资本流动是可取的，但不应优
先于国内金融改革。

14

有关经常账户数据，参见

https://www.ecb.europa.eu/press/pr/stats/bop/2017/html/bp170217.en.html。
15

英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占 GDP 的 3%以上，但英镑自 2016 年 6 月以来的贬值表

明，来年的逆差可能会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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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账户标准差额为零的参考汇率战略是一个很好的框架。因此，当
经常账户差额超过 GDP 的 3%时，中国不购买外汇储备；当经常账户
差额低于 GDP 的 3%，中国不出售储备。当经常账户差额高于 0 时，
应鼓励出售储备；当差额低于 0 时，应购买储备。尽管参考汇率战略
不针对汇率稳定本身，但该战略可能会有效降低汇率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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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汇率制度和辅助框架的发言 16
劳伦斯·H·萨默斯

17

中国应当审时度势，继续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转型。但是在转型期，
不应当完全排除间歇性干预，以避免过度波动。与此同时，应当审慎
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
中国的明确方向是实行自由汇率制度。
•

固定或半固定汇率制度在几乎每一次重大金融危机中都起了核心
作用，尽管各国常常是抱着很高期望实行这类制度的。这样的例
子包括，1994 年墨西哥货币被迫贬值，1997-98 年泰国、印度尼
西亚和韩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 1998 年俄罗斯和巴西的危机
。

•

钉住汇率制进去容易出来难。出于政治原因，如果没有压力，各
国通常不会放弃固定或钉住汇率制。然而，当各种压力汹涌而至
，汇率无法承受冲击，主管机关只得面对这给其信用带来的损害
。即便有少数固定汇率制度取得成功，也会引发其他严重问题，
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欧元区的巨大麻烦
有待处理。

•

成功保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时间越长，这种制度最终结束时留下的
创伤越严重。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而言，其贸易伙伴众多，但由于
没有自然的名义锚，钉住货币通常会招致灾难。中国拥有巨额储
备金，因此很可能会缓慢陷入困境，而不是突然遭遇危机。但过
去 18 个月的经验应当能够表明，即便储备金数额巨大，也有可
能急剧减少。这就使潜在问题暴露出来。

16

根据 2017 年 4 月 28 日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基金组织关于强化金融和汇率框

架：国际经验及其对中国的意义的第五次年会记录编写。
17

劳伦斯·H. 萨默斯是哈佛大学查尔斯·W. 艾略特大学教授暨荣誉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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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中国主管机关在制定汇率制度战略时，能够考虑过去 18 个月
的经验，希望适当的最终状态是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种制度在特
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所属的其他国家更为普遍。
寻找中间道路是一种诱人的设想。但是当汇率被明确限定在
一定范围内浮动时，它不是永远无法接近这个范围，就是处于这个交
易范围的边缘，从本质上造成与钉住汇率制相关的同样的问题。
浮动汇率还有助于缓解贸易和政治紧张。由于中国的储蓄量
大，加上其他国家在目睹中国强劲增长时产生嫉妒心或挫败感，涉及
到中国的贸易紧张状况很可能成为当前和今后几代人经济形势的一个
特征。人们将会把实行浮动汇率制视为中国参与实施与其他大型经济
体相同的做法，这有助于管理任何不可避免的贸易、增长和投资紧张
状况。
要考虑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向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转型。
•

加大汇率灵活性优先于资本市场自由化。在当前有管理的外汇制
度下，该制度的稳定性始终面临着经受考验的风险。因此，主管
机关的信誉可能会严重受损，货币政策会发生严重扭曲，外汇储
备也会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如果存在明确的双向预期，汇率的稳
定功效则将抑制短期投机性资本流动。特别是考虑到资本控制措
施的程度和储备消耗的速度，当前对人民币双向预期的认识仍然
有限，这一点令人担忧。因此，主管机关应当放松汇率管理。

•

审时度势实现转型。关于转型的时机，市场调整过度的实际风险
远远大于理论上的风险。相较于被迫转型，审时度势的转型是更
好的选择。

•

鼓励开放资本市场但不能强求。开放自由的资本市场是现代社会
和有效经济的标志。我毫不怀疑，十年之后，中国的资本市场将
远比现在更加开放，但是对开放进程不应当强求。对资本市场实
施多大程度的控制，不应当以基金组织或经合组织确立的国际规
范为依据，而是应当依据这类控制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实质性扭曲
和/或催生通过开具高价发票或类似手段得逞的腐败。应当优先撤
销那些被绕过或无法执行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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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应当完全排除间歇性外汇干预。一种极端的浮动制度，例如美
国在过去 50 年实行的浮动制度，在决定货币政策时几乎没有考
虑汇率水平，也没有实施外汇干预。这样的浮动制度不适用于中
国。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由于资本流动性不尽如人意，
出其不意的间歇性干预在支持稳定性方面的成效可能不太显著。
不应完全排除外汇干预这一工具，也不应像其他主要工业国一
样，将其基本排除。中国的主管机关应当宣布将在必要时实施干
预措施，以支持汇率稳定。

•

在转型过程中，汇率政策仍然能够间接影响货币政策。汇率水平
不应当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制定应对机制中一项独立的内容，货币
政策的制定已经承载了保持增长、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等其他目
标。相反，汇率水平将影响通货膨胀和实体部门活动，进而影响
货币政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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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一
增强国际货币体系
第二部分
汇率及其支持性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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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可行步骤
迈克尔·斯潘塞

18

汇率制度改革的难度通常都很大
中国当局正致力于推进改革，逐步建立起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请
同时参阅本书最后部分的相应演示文本。这一改革具有合理性。作
为一个如此巨大的经济体，中国将货币政策与其他国家（如美国）紧
密相连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些国家不太可能出现与中国类似的冲击或
是具有与中国关联密切的经济周期。
但中国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复杂程度日益上升，加之中国越来
越广泛地参与到国际商品、服务和资本市场中，弹性汇率将为外部冲
击提供一定缓冲。要实现弹性汇率，就需要发展支持性的外汇市场和
货币市场，建立让决策者具备更大自主权的货币政策框架，并明确货
币政策的目标。
基金组织将各国的实际汇率制度按照十种可能进行了分类，从
硬钉住汇率制到纯浮动汇率制不等。近年来，每年约有 10%的基金组
织成员国改变了它们的汇率制度。在压力或危机时期，汇率制度的变
更通常是从固定汇率制或严格管理的汇率制度过渡为弹性汇率制。这
些时候，汇率所稳定的水平会与经济基本面脱节。近期的一个例子便
是 1997 年至 1998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中国当局具有逐步推进汇率制度转型的有利条件，不用面对国
际收支危机带来的巨大市场压力。
二战后，美元本位制形成，澳大利亚、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
坡等经济体的货币不再与英镑挂钩，转而与美元挂钩。而在战后美元
本位制瓦解后，亚洲经济体开展了较温和的变革，各经济体走上了不
18

迈克尔·斯潘塞(Michael Spencer)为德意志银行经济学研究部全球负责人，亚太

地区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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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道路，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来恢复汇率秩序。香港特别行政区在经
历了无序浮动后，最终选择港币与美元挂钩；新加坡根据一篮子货币
建立了管理汇率制度；澳大利亚则废除了硬挂钩汇率制度，通过建立
名义有效汇率目标，实现了纯浮动汇率制，该制度已存在了十年左
右。
市场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决策者的目标，但似乎并不清楚应如何
解读或如何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归类。大多数市场参与者仍然透过
美元来观察人民币（图 1）。用这种方式可以看到，中国的汇率制度
经历了反复的变化，从 90 年代中期的固定汇率制度，到 2005 年中期
爬行钉住制度，到 2008 年中期至 2010 年中期的基本固定汇率制，此
后汇率弹性增强，但在 2013 年至 2014 年之间干预增加（当时人民币
升值较多）。2015 年 8 月人民币贬值的幅度虽然很小，但却使市场
动态出现了变化。大多数投资者认为，过去 18 个月中，中国当局一
直在努力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我们则认为，中国是在从有管理的美元/人民币汇率制度，转
变为侧重于贸易加权币值的制度（图 2）。从这个角度来看，过去 15
个月中，当局首先（不正式或公开地）令人民币逐步对其贸易加权货
币篮子贬值，直到 2016 年中期起，当局的目标转变为维持人民币贸
易加权汇率的稳定。在图 2 中添加的上限和下限目标区间的目的在于
展示：除了围绕美元的公开波动区间外，可能还存在按贸易加权计算
的容忍变动区间（尽管这可能夸大了贸易加权货币篮子对政策的约束
程度）。
从这些较为平静的过渡中，我们有两个也许并不明显的发现。
首先，在后来的转型中，是资本流动推动了汇率制度的变化。如今的
国际私人资本流动比 70、80 年代大得多，我们认为，除非能维持对
资本流动的控制并经常收紧控制来弥补漏洞（我们认为这不是中国当
局未来所希望的方向），否则中国从固定汇率制到根本浮动汇率制的
过渡将快于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
第二，较之小型经济体而言，大型经济体维持名义有效汇率钉
住汇率制的可能性较低。例如，我们观察到，当人民币早盘价对货币
市场的昨夜变动做出重大反应时，公布早盘价本身将导致其他主要货
币的汇率产生同方向的变动。因此，人民币定盘价的形成过程存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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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不稳定性，这会放大市场变动，直到出现足够重磅的消息来改变
这一动态，或是人民银行按照与市场预期不同的汇率来确定定盘价。
相比之下，新加坡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不论美元对新加坡元的
汇率是否出现小幅变动，都基本不会影响美元对日元或美元对欧元的
汇率。
我们也认为，与人们预想相比，根据贸易加权货币篮子来管理
汇率（而非实施单一货币挂钩制）带来的政策独立性相对较小。我们
对当局目前管理人民币汇率的方式进行解读，认为当局在 2015 年末
和 2016 年中期就人民币对贸易加权汇率的理想水平或路径进行决策
的方式，与 2005 年中期和 2010 年中期当局所做出的对美元汇率的理
想水平或路径的决策方式相同。随着投资者开始按照贸易加权的方式
来观察人民币汇率，他们将根据目标贸易加权汇率的预期变化来进行
准备，这与他们根据美元挂钩汇率的变动进行准备是一样的。而且，
即便只是松散地与一篮子货币挂钩，当局所实施的利率政策也难以大
幅偏离篮子货币国家的利率政策，除非能维持严格的资本管制。

实现通胀目标制的可行步骤
从固定汇率制向弹性汇率制过渡，结果可能会使经济失去名义锚。事
实上，汇率弹性会成为经济出现通胀风险的新来源，即使挂钩汇率并
没有被视为通胀预期的重要锚。可以说，这在中国并不是一个重要问
题，因为固定汇率制并不是通过与美联储保持利率政策一致来维系
的，而是通过实施资本管制来限制利率套利，并使用信贷额度或窗口
指导来调和较低的实际利率与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由于决策者并不
依赖维持固定汇率来树立货币政策的信誉，因此失去汇率稳定，也并
不一定会损害信誉。
但我们认为，更有弹性的汇率将逐步（若不是突然）需要对货
币政策框架进行重新思考。事实上，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复杂程度正
在迅速上升，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的货币政策框架的有效性已经下
降。在致力于实现弹性汇率和资本项目开放的同时，应建立起全新的
货币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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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中国应采用更加透明、简单的货币政策框架。首先，应明
确少数的几个政策目标（如果不实施纯粹的通胀目标制框架、让通胀
成为唯一的政策目标，那么至少应明确货币政策是根据更少的几个目
标来设定的）——这可能包括通胀或一些与产出相关的指标，应在一
定程度上明确这些目标是如何定义的（如下文讨论），并在一定程度
上明确货币政策制定者将使用何种工具来实现这些目标。
即便是这种有限的制度改革，也会由于缺乏可靠的失业或产出
数据或由于货币（或利率）与通胀间缺乏稳定关系而陷入困境（图
3）。如上文所述，货币供应量和通胀目标在过去是通过行政措施进
行调和的。
但这并不妨碍明确通胀目标。我们注意到，印度（最近）和印
度尼西亚（约 16 年前）将通胀目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但都
没有建立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与通胀间的稳定关系。可以说，我们认为
随着时间的推移，央行在通胀高于目标时加息、在通胀率低于目标时
降息，这么做将有助于树立信誉。以印度尼西亚为例，在早年间，即
便是核心通胀也会经常超过目标水平；但最近几年，核心通胀已变得
更为稳定，普遍预期（以及我们自己的预期）认为通胀将在未来一两
年内维持在目标区间中（图 4）。我们还观察到，与施行通胀目标制
最初几年相比，汇率变动向通胀的传导已经大为减弱。

迈向支持性利率制度的步骤
如果货币政策需要更加坚定地应对通胀，提供原来由固定汇率制所提
供的名义锚，那么政策也需要变得更加透明，至少应增加工具和政策
决定方面的透明度。当局只是在最近才引入了传统基准存贷款利率外
的其他替代政策工具。可以说，目前的工具已经太多了——除了短期
（常备借贷便利）、中期（中期借贷便利）和长期（抵押补充贷款）
流动性便利以及更多的市场利率（Shibor、市场回购利率、政府和企
业债收益率）之外，还有着无数种期限的回购和逆回购利率。市场如
今确实十分困惑，不清楚这些工具中哪些对政策而言是重要的、哪些
可能被解读为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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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虽然当局并没有明确采用利率走廊，但却可以找到一个事
实上的利率走廊：其由 7 天回购利率（下限）、7 天常备借贷便利利
率（上限）和居于中间的 7 天人民银行逆回购利率组成（图 5）。自
10 月 以来，其 他货币市 场利率的 上涨幅度 远超过这 些“政策利
率”，不过投资者越来越多地关注这些政策利率（而非基准利率）来
观察政策意图信号。
为了改善货币政策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我们认为基准利率应与
用于管理银行间流动性的利率相关联，或是在理想情况下降低对基准
利率的强调，或是完全予以废除。应鼓励银行更灵活地对信贷进行定
价，以反映其资金成本和信用风险（其越来越多地由批发市场决
定）。
但采取更为市场化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
只有一级交易商才能使用人民银行的回购便利。在流动性紧缩期间，
实际市场回购利率与“政策利率”出现了很大偏差（图 6）。我们建
议，人民银行应向所有银行开放回购便利。我们认为人民银行也应开
展隔夜回购和逆回购操作（存在隔夜市场回购/逆回购利率），但不
宜使用隔夜利率作为官方政策利率。我们还认为，人民银行应更积极
主动地为银行提供流动性，以平抑利率在目标价格附近的短期波动，
并提供更及时的流动性操作数据来提高透明度。

迈向支持性外汇市场的步骤
要迈向自由浮动汇率制，条件是该货币具有正常运行的市场。此外，
人民币国际化并不仅仅是政策制定者所宣布的目标；对中国这么重要
的经济体而言，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必然。这意味着将存在在岸和离
岸的人民币市场。
此外，更大的汇率弹性意味着更大的汇率风险。中国当局的处
境又一次令人羡慕：由于中国的外债只占 GDP 的 13%（且部分为人民
币债务），且国内的外币贷款只占 GDP 的 7%左右，因此能够允许更
大的汇率弹性。但这种程度的外汇风险对借款人开展对冲来说已经够
大的了。这里，我们看到需要进一步发展市场。过去几年中，在岸远
期外汇的交易额并未大幅上升——2016 年 4 月的总交易额勉强高于
增强金融和汇率框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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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且过去一年的增长都来自隔夜远期，这可能体现了银行对
人民银行开展即期外汇干预做出的反应（图 7）。
在整个亚洲（以及整个历史）中，很明显可以看出：只有在当
局强制要求或经历过外汇损失后，企业才会妥善开展对冲。但目前，
由于美元远期头寸存在 20%的准备金要求（对于美元期权多头来说，
则存在名义本金 20%的要求），因此对冲受到了抑制，我们估计对冲
的成本因此上升了 20 至 30 个基点。政策制定者应鼓励对冲，可准备
金要求却增加了对冲的成本，因此应予以撤销。此外，在实践中，似
乎只有商业风险才被认为是开展对冲的合法“基础”——其他所有风
险都被认为具有投机性。但依法获得的所有外币敞口（包括外币借款
敞口）都应被允许开展对冲。
目前的政策也抑制了离岸对手方开展对冲。举例来说，离岸人
民币市场缺乏流动性意味着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未来预期轨迹的看法十
分不同，明显倾向看跌（图 8）。例如，当局积极吸引外国投资者进
入在岸债券市场，但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不足，意味着这些投资
者不得不在岸开展对冲。可并不是所有投资者都能够（或愿意）这样
做。允许在岸、离岸市场参与者同时使用两个市场，以此实现两个市
场的（再度）统一，这既是当局在资本项目开放上做出的承诺，也是
增加外汇市场效率的必备条件。
最后，我们还想补充一点：培育一个流动性更强的在岸货币市
场（包括建立统一的、因而可能更为稳定的回购市场）也将有利于增
加外汇市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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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浮动汇率、超调和恐惧的恐惧：
汇率制度能实现平稳转型？ 19
缪延亮

20

我想提出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能否实现汇率制度的逐步
平稳转型？请同时参阅本书最后部分的相应演示文本。人民币在
2005 年 7 月之前一直牢牢钉住美元，之后直至 2015 年 8 月实行了爬
行钉住汇率制。2015 年“8.11”汇改开始了向清洁浮动的过渡。历
史上，退出固定汇率制往往以货币危机收场，例如 1992 年至 1993 年
的欧洲汇率机制危机和 1997 年至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此后，对
汇率浮动和货币超调的恐惧就变得无处不在。但是事实上，平稳退出
的成功例子并不少。基金组织（2007 年）列举了逐步有序退出的若
干经典范例，包括智利、波兰和以色列。一些小型开放经济体在篮
子、区间和爬行（BBC）制度下也频繁调整汇率，并能始终保持平
稳。与普遍看法相反，固定汇率制的退出可能耗时很长，但不必然以
危机收场。
哪些条件有助于实现平稳退出？我认为有四大关键因素。第
一，外债和货币错配情况极少，这样债务人便无需在汇率变动前
“抢跑”。当借款国债台高筑、并存在大量的货币及期限错配时，突
然的资本流动逆转可能会引发货币螺旋式贬值。第二，宏观经济框
架具有一致性，可以对汇率政策形成支撑。基本面薄弱和贸易与财
政双赤字的状况往往会引发危机。第三，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以
维持信心并在必要时抵御攻击。棘手之处在于，不论外汇储备规模有
多大，都无法与央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表（M2）相比，因此，维持信心
和灵活性同样重要。第四，灵活实施资本流动管理措施（CFMs）和

19

本文最早于 2016 年 7 月 19 日在韩国央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和韩国对外经

济政策研究院举行的“小型开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选择”国际会议上提出。
20

缪延亮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高级顾问并为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研究主管。

增强金融和汇率框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27

宏观审慎措施，以缓解流动压力。自 2011 年以来，国际金融与政策
界已逐步认可了资本流动管理措施的使用，为其开了绿灯。
对照这些平稳退出的标准，当下中国情况如何？总体而言，
情况似乎有利于逐步的平稳转型。首先，基本面能够提供支持。外
债占 GDP 的比例仅为 12%，货币错配情况并不严重。虽然总体债务水
平仍在上升，但已经采取了种种去杠杆措施，累积了大量债务的非金
融企业部门资产充足。第二，中国迄今一直在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再
平衡调整，经常项目顺差已经降至 GDP 的 2%，财政赤字保持在 GDP
的 3%。第三，自 2017 年初以来，中国的外汇储备稳定在 3 万亿美元
左右，依照绝大多数标准来看，这一储备额绰绰有余。第四，采用
了资本流动管理和宏观审慎措施，以应对变化无常的资本流动。从某
种程度上说，外汇储备和资本流动管理可以相互替代，因为两者都是
通过数量渠道出清外汇市场。此外，自 2015 年 8 月以来，人民币相
对美元已经贬值了大约 11%，通过价格渠道减轻了压力。经生产率调
整后，人民币汇率在新兴市场的货币之中已不再被严重高估。
但仍有一些重要问题仍需解答。首先，逐步退出是否是汇率
转型的最佳选择？假设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币的清洁浮动，那问题在
于如何选择转型路径。好比在交通拥堵时过马路，一些观察者偏好快
速行动，惊险一跃或飞快奔跑。对他们来说，唯一的恐惧就是恐惧本
身。另一些人则倾向于边观察交通状况边缓步前行。我的重点不在于
论证哪一种方式最佳，而在于指出中国有政策空间去选择转型的路
径。中国拥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各类管理工具，帮助其调节交通状况
（资本流量），因此可以选择择机通过马路。其次，这方面的终局
较量是什么？一方面，我们应当将汇率制度视为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
一部分；另一方面，汇率既是出口的相对价格，又是涉及金融稳定的
资产价格。二十年前，学术界流行一种“两极”观点，即一国只能选
择自由浮动汇率制或者严格的钉住汇率制。但这一理论并未得到实践
的支持。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了中间道路，即具备一定灵活性的有管
理的浮动汇率制。这显然是可行的。中国能否“依样画葫芦”，通过
放弃某种程度的汇率稳定性换取一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来管理“三
元悖论”？最后，超级大国将如何应对这种转型？在钉住汇率制
下，中国和美国形成了事实上的货币联盟。完全退出钉住汇率制无异
于解除一个联盟，需要精心的安排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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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和金融稳定
Tommaso Mancini-Griffoli

21

许多国家都将转向更大的汇率灵活性视为畏途。这不仅仅是因为出现
在各种文献中的那一长串建议。一个常常缺失的建议则是金融稳定的
重要性。这正是本章要强调的地方；请同时参阅本书最后部分的相
应演示文本。
金融稳定能够帮助实现顺利过渡，而得体的外汇干预规则有利
于管控好过渡过程，从而有助于支持金融稳定。这种因果关系是双向
的。

从金融稳定到过渡
对于那些正在设试图向更大的汇率灵活性过渡的国家来说，人们给出
的建议通常都有很好的依据，也确实有帮助。这些建议可分成两类：
现代货币政策的“要有什么”和“要做什么”（即货币政策框架和政
策制订的应有特征）。简言之，“要有什么”包括：清晰的职责范围
及公众的知情权，中期通胀目标，内在统一的框架，操作独立性，以
及足够发达的市场和金融部门从而最终依赖利率作为操作目标。“要
做什么”包括：前瞻性且基于风险的货币政策、有效的操作、秉持公
开辩论文化的流畅的内部程序，以及清晰的沟通。这些原则在基金组
织内进行了讨论（2015 年）。
此外，金融稳定似乎是成功过渡的一个重要构件。如果金融体
系处于稳健状态时开始过渡，则处于过渡中的国家对浮动经常表达的
恐惧感似乎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真切地出现。

21

Tommaso Mancini-Griffoli 是基金组织货币和资本市场部副处长。本章得益于以下

几位的宝贵帮助和评论： Zohair Alam、Gaston Gelos、Federico Grinberg、Thomas
Harjes 以及 Luis Já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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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开始时金融稳定风险较低的经济体，其在过渡中的表现比三个常
见浮动恐惧中每一种所预想的都要强：（i）其调整后的贬值程度要
小些，（ii）其通胀率更低些，（iii）它们往往更迅速地建立可信
性 – 表现为稳定和很好锚定的通胀预期。
为什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假说是这样的，即如果没有良好
的金融稳定，且缺乏审慎政策的保护，则货币政策就不得不挺身而出
来遏止金融机构面临的重大风险。在过渡过程中，这会引起与价格稳
定之间的代价高昂的取舍。通常伴随汇率过渡而出现的汇率贬值或波
动以及利率升高会加大金融稳定的风险。如果银行或其客户拥有外币
负债（美元化）、存在信贷大量增长后的高杠杆和/或存在不稳定的
融资暴露，则尤其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金融稳定风险的增大损害了
投资者信心并引发资本外流，从而进一步削弱货币或提高信贷利差，
则会现恶性循环。在这些情况下，压力自然就会落在货币政策上，使
其偏离价格稳定目标，并延迟向汇率灵活性的过渡，其代价则是可信
性的丧失。
有几个拉美实例研究似乎支持了这一假说。墨西哥和乌拉圭向
更大汇率灵活性的过渡中，出现了更大的调整后贬值、通胀上升以及
货币政策可信性的下降，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则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图 1，左面板）。这种格局似乎与这些国家进入过渡期间时的金融
稳定风险相关 – 这种风险以内部和外部脆弱性来衡量（图 1，右面
板）。墨西哥和乌拉圭的过渡恰好遇到了银行危机（正好发生在乌拉
圭实施过渡前而墨西哥实施过渡后）。

22

22

各国经历的异质性难以安全以各国的准备妥善程度来解释，诸如央行独立性程

度、职责范围的明确性、操作能力、机构质量，以及市场发展水平等，但我们知
道，这些因素确实有利于过渡（参见 Asici Ivanova 和 Wyplosz 2008 年；以及 Gelos
和 Ustyugova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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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5 个实例研究中真正能够发掘出来的东西有多少？显然，结论顶多
也就是提示性的，虽然它们指向这一事实，即，金融稳定风险对于货
币政策自由追求国内价格稳定目标及追求这种目标的能力是一种限
制。
初步证据告诉我们，即使在较稳定的时期和在更大的国家样本
中，这一点都是成立的。在已经过渡到通胀目标制的新兴市场经济体
中，金融稳定风险更高的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似乎也更小。在这些
国家，除了与商业周期的相关性以外，货币政策与外国货币政策的相
关性最大。就极端情况而言，货币政策甚至变成顺周期性的，这一点
为 Vegh 和 Vuletin （2013 年）所证明。
图 2 对这一点作了说明。在 2013 年“缩减恐慌”（一种风险
升水或货币政策冲击，它与美国或其他国家的增长或通胀前景是一种
正交关系）后出现的政策利率的升高程度或外汇干预的程度都表明，
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一次非常简单的回归结果再次证明，金融体系
风险更高（在此以内部脆弱性来衡量）的国家，利率升高程度也更
大，干预程度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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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结果是粗糙的，也是初步的，但还是具有提示作用。顺着它们的
光亮，我们看到了，要从固定或管理汇率制度成功地过渡到可信和独
立的货币政策框架，金融稳定性是关键因素。
更一般地说，金融稳定程度可能是一个关键点，围绕此点，各
国设想的政策两难（在资本账户开放和货币政策独立之间 – 参见
Rey，2013 年）变成了更传统的三难（如 Obstfeld，Shambaugh 和
Taylor（2004 年）在其著作中以及 Alan Taylor 在同一卷中所说的
那样。）换句话说，只有金融体系稳定时，各国才能拥有开放的资本
账户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参见演示中的说明）。

从过渡到金融稳定
然而，如果只想到金融稳定和成功过渡的这一种联系就太简单化了。
汇率制度和金融稳定相互之间紧密交织在一起。例如，银行资产负债
表的外汇错配程度越高，则政策制订者就越会设法最大限度地降低外
汇波动性。但在这样做时，它们是在鼓励银行承担货币风险。与投资
于国内的外国热线金额也存在着相同的联系。同样地，如果人们更多
地预期钉住继续存在，则对冲工具等方面的市场动向就会依然受到抑
制。但是，市场越浅，则政策制订者就越担心更大汇率灵性的后果，
因此也就会更长时间地维持钉住制度。这种周期循环往复，永无休
止，直到钉住制崩塌而银行遭受大规模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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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灵活性的增大会有助于打破这种周期，从而支持金融稳定。因
此，也存在着从过渡促进金融稳定的这层因果关系。
要从钉住或高度管理汇率制完成过渡，有必要依赖一种旨在抑
制二阶矩（即波动性）而非一阶矩（即汇率水平）的干预规则。换句
话说，这一类规则是建议抵御于过度的短期波动，而不是抗拒汇率趋
势。一般而言，汇率是由市场决定的，这正是 Lawrence Summers 在
同一卷中所提出的主题。

23

那么，究竟为什么要有一个规则？首先，限制波动性有助于创
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使家庭和企业能够学会应对汇率风险，同时
使市场能够发展出合适的交易和对冲工具。其次，一项规则有助于对
市场形成引导，并对名义锚的转变起加固作用。第三，一项规则会提
示央行交易员，防止央行及其经理人落入旧的干预主义窠臼。最后，
一项规则有助于使央行抵御政治压力。
除了清晰以外，规则还应满足三个其他设计特征。第一个是现
实主义，意思是说，规则必须认可并适应央行可调动的外汇储备金
额。第二，规则必须通过限制干预而对央行的框架和价格稳定职责形
成支持，并通过使双向风险得以显露而对市场趋势形成支持。第三，
规则应该在面临冲击和市场与货币政策可信性发生变化时保持定力。
换句话说，在设计规则时，应使影响干预的参数能够随着时间推移而
进行调整，而不必因某些情形而进行大检修或暂停实施。
本讲稿对这样一种干预规则作了说明。其主要特征是，它是一
种中间价，每天早晨根据过去的移动平均收盘汇率进行重新设定，同
时，它还是一个干预边界，用于确定随着即期汇率的演化可以花费多
少来进行干预。重要的是，这一边界是连续的，因此，在抵御市场压
力的同时，干预也总是会顺应市场压力；干预从来不是为了在沙子中
划条线，然后再保卫它，因此，不应该吸引市场投机。最后，如果央
行的储备有限，则该规则还可以设定一个最高日干预限额。由于规则
23

参 见 BIS （ 2013 年 ） 关 于 外 汇 干 预 规 则 的 概 述 ， 以 及 Daude 、 Yeyati 和

Nagengast （2016 年）， Chutasripanich 和 Yetman （2015 年），以及 Adler 和
Tovar（2014 年）关于外汇干预效果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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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中间价根据头一天到第二天的市场压力进行调适，因此，不大可
能连续多天触及干预限额。
总结一下，本讲稿强调了稳定的金融体系在支持向更大汇率灵
活性过渡中的重要性。它还提出，过渡进程管控得好会有助于加强金
融稳定。为此，需要清晰的、现实的、支持性的和有定力的规则来指
导干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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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
加强金融部门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第一部分
快速变化的中国金融体系：驱动因素和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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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变化的金融体系中，
保险业的定位、机遇和挑战
罗胜

24

中国金融体系中的结构性问题
金融问题是经济和社会的综合反应，金融体系的发展，本质上是金融
市场的自我完善，解决问题的动力就是发展的驱动因素。在我看来，
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几组对应关系中，目前都存在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和
问题。

（一）

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

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来看，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
可谓立国之本。近几年来，在社会舆论中，实体经济出现了三个“假
想敌”，第一个是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第二个是本属于
实体经济范畴但似乎已被视为异己分子的房地产业，第三个就是西装
革履的金融业。从实体经济角度看金融体系，主要有如下问题：一
是融资难、融资贵。二是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金融机构“持
球”时间过长，导致金融成本过高，效率低下，风险叠加。三是金
融体系挤占了总的利润空间，吸附了包括人才、资本在内的大量社会
资源，导致实体经济被冷落，竞争乏力，发展难度加大。
从本质上讲，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既是相依为命的关系，
也是竞争博弈的关系。一方面，金融是货币时间价值的管理者，按照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点，这个时间价值主要来自于实体经济创造的劳
动价值。金融的存在，从根本上讲是依托于实体经济的，否则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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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娱自乐的货币游戏。如果实体经济不行，金融产品的收益就是空穴
来风，正所谓“唇亡则齿寒”。另一方面，金融和实体经济之间，必
然存在着定价权博弈、收益分成博弈和资源争夺等竞争关系。当前金
融强势而实体经济弱势的格局，有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政策因素。
一是实体经济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时期，自身出了问题。二是负债端
的刚性兑付，以及由于诚信缺失、产权保护不力等导致金融产品定价
的风险加权因素。三是由于长期资本稀缺、牌照控制、金融国有化
等形成的所谓“资本为王”的历史优势。四是近年来，由货币信用
投放所推动的资产价格攀升，吸引社会资金追逐投机性金融资产和房
地产，导致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转圈，层层加杠杆，形成风险隐患。
换句话说，金融和实体经济目前的关系状况，既有双方各自的问题，
也有长期的历史积淀和复杂的社会成因。
对于因金融产业政策不当和金融监管不力导致的“脱实向
虚”，政府干预和调整是必不可少的。如何使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这是国家对金融业提出的基本要求和硬任务。从长远看，需要从
依靠短期的、临时性的政策，转向依靠长期的、基本面的政策，推动
实质性改革，两边都放松管制，疏导资金流向，从而促进产业内部主
体之间、产业之间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两大板块之间，形成更加市场
化的平等竞争，产生新的动态平衡，才是两者协调发展的长久之道。
从量上看，中国是一个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大国，也已经是一个
金融业的大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应该也一定会成为一
个金融业的强国。

（二）

金融体系内部各业的关系

对于金融体系的内部构成，有多种划分方式，一般采取直接融资和间
接融资的分类，随着机构投资者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力量，我认为这
种划分不符合经典定义，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如果按照投资标的和行
为目的划分，可以分为三个体系，一是股权融资体系，主要指股票
市场以及基金等伴生市场体系。二是债权融资体系，主要指信贷市
场、债券市场以及信托等伴生市场体系。三是风险管理工具体系，
主要指衍生品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等。当然，角色有交叉重叠。基于
银行在中国金融体系发展历程中的特殊作用，以及具备货币账户专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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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和货币资金流动法定通道等先天因素，加上长期积累的网点和客户
优势，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具有基础架构的作用，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其它金融业态都只是金融大舞台上的一个类型化角色。保险在三个市
场及其伴生体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存在，具有跨市场特征，其在金融
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处在成长探索和发展变化之中，应该从历史
纵向和现实横向多个维度进行持续观察。
虽然大家都认可金融行业属于应该管制的行业，但中国金融市
场还是常常因管制过多过严而被诟病。可最近有学者指称，从 2012
年以来中国金融市场出现的各种乱象和问题，都是金融“过度自由
化”导致的结果。看法截然不同，孰是孰非？我认为也许都有道理，
这可能恰恰说明，中国金融市场的确存在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又
管多了；该控制的没控制住，该发展的又没发展起来的情形。从另一
个角度看，一边是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美国等金融市场最
为发达的国家，另一边是金融服务落后，融资难融资贵成为普遍性社
会难题，这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内部，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

（三）

需求和供给的关系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和居民财富的增加，理财将逐步成为居
民的刚性需求，中国已逐渐步入财富管理的时代，为客户理财越来越
成为金融的重要功能。而由于中国社会三十多来的高速变化，居民收
入、资产价格都处在剧烈变动之中，通胀变化大，民众对投资缺乏长
久和稳定的预期，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在居民财富管理中将会占有相当
的份额，成为金融各业高度重视并极力争夺的重要资源。与此同时，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工具多元化，不同行业
和不同机构的产品设计有同质化趋势，金融产品边界变得更加模糊，
彼此互相借鉴，相互交叉，“打擦边球”成为常态。
对于民众的金融投资来说，高收益率和收益确定性是一对矛
盾。由于诸多社会因素，民众的契约精神、风险意识尚未普遍建立。
一旦发生大面积的投资风险，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考虑，刚性兑付
很难彻底打破，金融机构破产难以制度化常态化。每一宗金融风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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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处置，都需要耗费巨大的社会资源。这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理
顺关系的一个困境，也是完善中国金融体系一个主要的障碍性因素。

（四）

传统金融和互联网金融的关系

当下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传统金融发展不充分的情
况下，互联网金融扮演了重要的替代性角色。在支付和消费金融等领
域，互联网金融甚至已经成为主导性力量，并且还在继续攻城拔寨，
快速发展。从国际上看，中国互联网金融在某些方面已经走在了前
面，具备了领先优势。互联网金融之于传统金融，既有继承，也有颠
覆，这其中很大的因素，来自大数据技术。从 IT 发展的脉络来看，
大数据只是人工智能的前奏阶段。因此在未来，随着大数据技术广泛
应用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传统金融赖以生存并具有竞争优
势的风险定价和风险控制能力，有可能被追齐乃至超越，互联网金融
或者说“智能金融”对传统金融的挤出，可能呈加速之势。但换个角
度看，中国传统金融的某些短板，可能被一举迈过，在与国际金融业
的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中国金融业实现跨越
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当然，从互联网金融综合整治的情况看，现
阶段很多打着互联网旗号的金融行为，并非货真价实，毫无创新可
言，有的甚至是穿上马甲的金融诈骗而已。不管怎样，我认为对真正
的互联网金融，监管部门应该持一个更为积极、开放和宽容的态度。

二、保险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定位
按照国家对保险的产业定位，保险是现代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风险管理
的基本手段，是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和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一个
完整的现代金融体系中，保险究竟该如何定位？

（一）

保险的金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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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具有多重属性，一个是风险管理工具或者说保障属性，一个是金
融属性。对于前者，应该没有争议，对于后者，似乎存在不同主张。
其实自保险特别是寿险诞生之日起，保险的两种属性就兼而有之，前
者是基本属性，后者是衍生属性。按照传统观念，保险投资属于后台
作业，是解决保险经营中沉淀资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方式和手段。基于
这种观念，在最初保险立法时，保险资金运用渠道限制非常严，主要
是存银行和购买国债、金融债等，保险公司没有投资部门，保险投资
一般由财务代管。随着保险产品的创新和保险资金的大量聚集，保险
的金融属性日益凸显，大家都意识到投资的重要性，保险投资才走到
更靠前的位置。法律也放开了保险投资范围的种种限制，保险资金相
继进入资本市场等多个领域，保险经营中承保和投资变得同样重要，
形成了所谓“两个轮子”，保险开始成为金融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
力量。
近年来，有的保险公司走到了极端，单纯从金融属性看保险，
将保费收取完全看作是融资手段，在投资领域无所顾忌，冒险博取高
收益，形成所谓“资产驱动”模式，这就完全背离了保险的基本属
性，应该坚决予以制止。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强调“保险业姓保”
这一核心经营理念，是非常正确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必须坚决落
实。同时我认为，说保险姓保，应该不是不承认保险的金融属性。如
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将保险完全限定在纯粹的风险管理这个范畴，这
既不符合国家对保险业的基本定位，也不符合国际保险业发展的普遍
经验，更无法承载整个行业的发展愿望。
截至 2016 年末，保险业总资产 15 万亿，在金融业中的占比为
5.3%。如此庞大的资金规模，再考虑负债久期长、投资范围广和可用
程度高等因素，保险资金在社会经济建设中绝不可能是等闲之辈。也
因此，保险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到底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保险的金
融属性应该发挥到何种程度，保险和资本市场、债券市场应该形成一
种什么关系，应该由金融体系参与各方共同回答，也是一个值得深入
讨论的大课题。

（二）

保险的负债模式

增强金融和汇率框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41

中国保险产品的谱系分类，和国际保险业基本相同，总的来说，保险
的负债模式比较多样，也非常复杂。如果按照保费的归集模式，保险
产品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不具有现金价值，保险事故发生则支付
赔款，没有发生不再退回，也就是所谓消费型险种，主要包括产险、
意外险和部分健康险。这类产品比较集中的体现了保险的风险管理属
性。另一类具有现金价值性，包括传统寿险、养老险和投资型寿险
产品。这类产品的存在，正是保险具有金融属性的证明。对于具有现
金价值的产品，除了其中的风险保费部分遵循风险定价原则外，其利
率的确定完全遵循投资收益原则。
过去因为销售成本等原因，多数情况下只能把两项功能叠加在
一个保险产品之中，或者以附加险的形式体现不同功能。随着网销渠
道和互联网商业场景的出现，碎片化产品得以实现，客户对保险需求
的定位更加清晰，保险的两种功能不一定非要捆绑搭售，完全可以分
开实现。实际上现在有不少公司已经在客户需求的推动下调整了产品
策略，保障的归保障，投资的归投资，分得很清楚。客户获得了更便
宜的产品，同时享有了更多的知情权。从相关公司反馈的情况看，实
际效果也不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即便某些传统的保险产
品，在很大程度也是储蓄和其它金融投资的替代，本质上也可以算是
一种投资，一种理财。
对于不同保费所形成的保险资金，投资要求区别很大。全球著
名投资人巴菲特，其投资资金主要来自保费。他在中国金融业中有很
多粉丝，模仿或学习他的投资模式。所不同的是，巴菲特的投资资金
主要是产险保费所形成的浮存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责任准备金。而
他的中国学生则主要使用寿险保费特别是投资型险种保费，两者存在
天壤之别。正是这种错配，引发了近年来保险市场出现的一系列风险
和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对于寿险公司的负债模式来说，当下最主要的拷问：一是允
不允许保险公司迎合居民的短期理财需求，让投资型保险产品成为居
民理财的一个可选项？如果允许，要否在偿付能力约束之外设定一个
比例限制，限定多少，允不允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比例差异？二是
为什么类似万能险这样的成熟产品，在国外风平浪静，在中国则风高
浪急。出现这么大的异化，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采取哪些特别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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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措施？当前来看，这些问题已经有了政策答案，但从长远看，对上
述问题的完整回答，可能还需要持续的观察和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

保险的投资模式

如果从政策允许的投资范围看，保险资金是中国金融体系中投资范围
最广泛的一类资金，除了一定的比例限制，几乎可以投放到任何金融
市场，可谓“宽谱基金”。放眼国际，这种政策空间并非中国独创，
中国也远不是最宽松的。但由于行业发展快，市场发育不完善，保险
投资在相当程度上存在急功近利，贪快求全的现象，部分市场主体的
经营理念发生了偏差，甚至有少数公司存在不良动机驱动的问题，保
险业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总结教训，可以形成几点共识：一是
应当把保险投资的稳健性放到更重要的位置。当然这个稳健性是一种
综合权衡和总体把握，并不说权益类投资多就是激进，债券投资多就
是稳健，两者不是等同关系。二是坚持财务投资原则。险资在资本
市场的行为应当有更为严密的政策规制，除非出于必要的产业链整合
需要，应当严格限制运用保险资金特别是投资型保费形成的保险资金
开展企业并购。三是严格限制金融衍生品投资。所有衍生品投资应
当以现货交易为基础，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从保险业的长远发展和金
融市场体系的整体协调运转来看，保险行业如何建立良性的保险投资
模式，保险公司如何建立具有竞争优势的综合投资能力，仍然是全行
业需要认真思考并谨慎作答的必答题。

未来保险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保险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有的是保险市场内部和保险监管政策方面
的问题，有的则是经济金融乃至社会问题在保险业的局部反映。问题
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以下几个值得重点关注。

（一）

资产负债匹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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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多元的负债模式和多渠道多市场大跨度的资产配置范围，一方面
为保险资金运用提供了充分的纵深和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对保险公司
资产负债匹配管理能力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目前来看，保险业在资
产负债匹配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在短期内还难以解决。
一是期限错配。一方面是“长钱短用”。由于国内金融市场
缺乏大量久期长的固定收益资产，导致寿险业整体上负债期限长于资
产期限，久期在 15 年以上的资产，缺口就达 5.4 万亿元。另一方面
是“短钱长用”。部分公司为了扩大规模或应对满期给付及退保压
力，通过大量销售实际期限较短、成本较高的高现价产品。为满足收
益需求，所获取的保费往往投资于流动性较低的权益类或另类资产，
蕴含比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二是收益率错配。保险资金具有逆周期性的特点，市场平均
投资收益率降低时，保费收入易，保险投资难。反之，则保险投资
易，保费收入难。近年来，全行业保费持续快速增长，但高收益的优
质资产越来越少。如果市场可投资产覆盖不了资金成本，保险公司将
出现利差损。如果产品实际利率达不到客户预期，保险公司将面临较
大的退保压力，个别公司可能面临现金流不足的风险。
三是业务结构转型难度大。当前寿险监管的政策取向是投资
型保险产品长期化，对中短存续期产品实施更加严格的总量控制，推
动保险公司加快转型。但由于公司发展路径依赖和业务能力建设不足
等因素，转型过快过猛也可能蕴涵一定风险。

（二）

公司治理的挑战

越是推动市场化改革，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就越重要。公司治理需要
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实现对资本的驯服。具体点说，就是如何通
过穿透式监管等手段，解决部分股东虚假注资或自我循环注资等问
题，防止不良股东将保险公司当成“提款机”，通过非法利益输送，
掏空保险公司。这个问题不解决，财务或资本监管的很多防线都形同
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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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在于，从全球来看，内部舞弊和股东操控是公司治理体系失效的
最主要原因，也没有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或现成经验。在中国金融保
险市场中，这个问题恰恰尤为严重。困难还在于，公司治理不简单是
金融机构内部权力配置、程序设置和监督制衡的问题，其机制的运转
和作用的发挥，更有赖于社会人文环境、法制体系以及基础性市场要
素的完善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善公司治理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工
程，如何迅速找到突破口，推动实实在在的公司改革和社会建设，是
当前保险公司治理工作所面临的挑战。

（三）

保险监管的挑战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中国的保险监管承载过多重历史使命。近期，
监管思路做了调整，明确强调“保监会姓监”。按照这个思路，保险
监管的定位更加清晰，目标更为专注。当前，如何既坚持放开前端，
放松管制，又有效管住后端，坚决打击市场乱象，是监管面临的首要
任务。中国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一套比较系统
的监管模式和框架。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中外监管机构面临的对手
和问题不同，应当建立更本土化和更具灵活性的监管规则体系，运用
更有针对性的监管手段，才能实际解决中国保险市场出现的各种特殊
问题。
监管部门在整顿市场时，一方面，要防止保险公司业务转型
“硬着陆”，或者股东和资本大面积退潮，对保险市场的稳健发展带
来冲击，形成新的风险源。另一方面，要避免形成对民营资本的系统
性不信任，一味追求安全，对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采取差别对待，影
响保险市场的活力和效率。在目前监管机构专业性不足、人力匮乏、
监管手段和执法工具有限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各种诉求，完成艰难任
务，的确是一种挑战。
就当前来说，非常时期，行非常之策。我认为需要重点落实
“两个穿透”，做到“两个敢于”。所谓两个穿透，一是股权穿
透。重点对股东关联关系和入股资金进行穿透审查，避免保险公司被
不当控制。二是投资穿透。确保保险投资真实安全，最终投放到实
体经济，而不是被挪作它用，或者向股东输送利益。所谓两个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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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敢于移送。对于市场违法行为，该重罚的要重罚，涉嫌犯罪
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决不手软，决不姑息。二是敢于破产。对
于风险问题严重达到破产程度的机构，应该考虑进行破产处置，至少
先做到“小而能倒”，让市场之手和监管之手都发挥作用，两手抓，
两手都硬。
以上是个人的一点粗浅认识，仅供参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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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发展中国的金融体系
25

Miquel Dijkman

在过去十年中，中国在发展金融体系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请同时
参阅本书最后部分的相应演示文本。中国金融体系的规模和深度都
在持续增加，这在金融体系持续快速增长和日益增加的复杂性上得到
了明显的体现。资本市场发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的股市和债市
规模目前已位居世界前列。最后，普惠金融也取得了巨大成果，绝大
多数的中国民众都享受到了正规的金融服务。
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是因为中国持续推进了改革。中国
领导人多次重申将致力于深化金融部门改革，并认识到了让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发挥更大作用的重要性。过去几年中颁布实施的重要改革包
括利率市场化、银行商业化、建立金融安全网等。汇率改革和人民币
进入特别提款权也有力推动了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中国的总体政策
目标是减少经济对信贷的依赖，向更可持续的消费和服务驱动型增长
模式转变。
要实现经济再平衡，中国就需要让金融体系发挥出新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金融体系将中国的高储蓄以较低的成本输送至战
略性部门（特别是大型企业）。金融体系的新的总体政策目标已经发
生了变化，这与中国新的经济优先工作一致，即实现更加环保、更具
包容性、更为创新和以提高生产率为基础的增长，同时提高市场在资
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要让金融部门发挥潜
力来帮助实现这些目标。在这个背景下，以下工作十分重要：
 增强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功能；
 建立更加多元化的金融体系，让资本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挥
出更积极的作用；

25

Miquel Dijkman 是世界银行金融与市场实践部的金融部门资深专家。

增强金融和汇率框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47

 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更好满足目前未充分享受服务
的群体（特别是家庭和中小企业）的需求。
本演示文本讨论了这三方面问题，并对最近的部分情况进行分
析。

（一）

增强金融部门的资源配置功能

从总体层面看，一些迹象显示银行正在向更新型的、生产率更高的部
门输送资源，但这一转变的过程比预期要长。2010 年至 2015 年的银
行企业贷款细分数据显示，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和制造业（即占所谓
“旧经济”）贷款比重从 55%持续下降至 45%，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
贷款则维持在 17%左右。2015 年，在剩余 38%的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
贷款中，贸易部门贷款增长最为明显。随着 2011 年以来全球经济不
利因素开始深入影响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农业、采矿、制造和贸易
等行业的不良贷款率有所上升，私人部门的不良贷款率较高。
与此同时，银行业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重心从大型国有商业
银行向更小型银行、地区性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转移。虽然大
型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在 2010 年和 2015 年都占到 GDP 的
114%左右，但其他银行机构（不包括政策性银行）的资产规模在同一
时期从 GDP 的 99%迅速扩大至 148%。
一个未决问题是：大型商业银行撤退后，生产率较低部门留下
的融资需求缺口是否得到了地区性银行的弥补？从在贷款总额中的比
重看，大型银行目前对家庭和企业的贷款增多，而小型银行则呈现出
相反的趋势。26 与最大的那些银行相比，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
行的表内投资资产往往比重较高。这类资产主要是通过债券、应收账
款以及其他方式配置给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这可能表明这些银

26

按类别划分的银行贷款组成情况加总数据并不公开可得。这使得跟踪银行贷款组

合变化的工作变得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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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正在弥补大型银行留下的融资缺口。不过由于数据限制，无法开展
更详细和更具结论性的分析。
虽然金融系统的一些部分（如私人股本和风险投资等）正在促进新经
济的兴起，但还是有必要使金融业再次关注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要这
样做，就需要强化问题借款人的预算约束，减少人们对国家隐性担保
的预期，从而降低道德风险——而正是道德风险造成了金融中介机构
无法从根本上按照商业基础开展风险定价。谨慎的做法还包括进一步
推动企业重组，并做好让企业有序退出的准备。在更为不利的情况
下，可能还必须采取果断、全面的方式来处置相关不良贷款。

（二）

更加多元化的金融体系

从发展和稳定的角度来看，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都是优先任务。资本市场是指股票、债券、大宗商品和衍生品市
场，非银行金融机构则是指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等风险共
担和合同储蓄机构。它们能提高家庭和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并更好提
供长期融资（银行通常并不适合提供长期融资）。
虽然中国的金融业仍然由银行主导，但资本市场扩张十分迅
速，且其规模比起其他新兴市场而言更具优势。在 2010 年至 2015
年，国内私人债务市场的规模由 GDP 的 34%上升到 47%，其中非金融
企业债务占债务总额的比重从 26%上升至 43%。虽然两家全国性交易
所的股票发行仍由相对少数的大型企业主导，但成长型的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其在整体市值中的比重在增加。截至 2015
年底，股市及公私债市的市值总和已经达到 GDP 的 144%。不过可以
说，还是有很多私人非金融机构的市场融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
非银行金融机构近年来的增长十分迅速，不过私人养老基金和
共同基金的发展并没有跟上整体市场发展的步伐。中国特有的背景可
以部分解释这一点，即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在资源调动方面具有传统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许多特征。传统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在 2010 年
为 GDP 的 19%，在 2015 年已经达到 GDP 的 31%。理财产品和信托公司
的资产在 2015 年分别为 GDP 的 34%和 24%。与机构投资者常有的特点
不同，这些实体可能并不以长期投资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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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兴发展中市场的常见情况一样，中国股市大部分由散户投资者占
据。要发展成熟的资本市场，就需要培育更庞大的、以长期投资为方
向的机构投资者基础，这包括进一步增强看护人职能（包括发起机
构、审计机构和评级机构）和强化公共及私人权利。

（三）

更具包容性的金融体系

当局认识到，发展普惠金融是进一步发展金融体系的重中之重。向家
庭和中小企业提供信贷、存款、支付、保险及其他风险管理服务已成
为实施经济再平衡战略的重要内容。到目前为止，公共政策侧重于让
那些未充分享受服务的群体获得更多服务（如农村和农业部门的群
体）。结果是，通过账户指标衡量并与其他国家对比，中国在增加个
人获取金融服务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在企业方面，各种证据表明，
中小企业在为投资和营运资本获取贷款时，仍会经常面临较大的融资
约束。
通过使用市场化的方法，国家普惠金融战略在原则上可以涵盖
更多目标，而不仅限于打通普惠金融的“最后一里路”、为所有未充
分享受服务的群体提供适当设计的金融产品。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
要改变工作的重点。到目前为止，发展普惠金融的动力依靠于政府的
政策推动。展望未来，要与经济再平衡的总体目标一致，重要的是应
转向更为市场化的做法，其中公共政策应侧重于为金融服务提供商营
造有利的环境，从而能以商业上可持续的方式为那些未充分享受金融
服务的群体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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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二
加强金融部门与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第二部分
监管框架和宏观审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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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属性：
英国的例子
唐纳德·科恩

27

英国和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几个方面存在不同，但都面临中介机构杠杆
经营和期限转换以及私营部门债务积累带来的金融稳定挑战。请同
时参阅本书最后部分的相应演示文本。本文根据我在英国宏观审慎
政策方面的经验，确定宏观审慎政策当局的关键组织结构和能力，这
种结构和能力应有助于维护金融稳定。

政府赋予的维持金融稳定的明确职能
必须保证宏观审慎当局具有维持金融稳定的明确职责，因为这表明政
府认识到这一问题并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这一承诺意味着负责金融
稳定的委员会需要开展工作所需的工具，并且具备以不一定符合政府
短期利益的方式使用这些工具的独立性。
在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是宏观审慎当局，负责识别和监测系
统性风险，并采取行动消除或减轻系统性风险，以维护和提高英国金
融体系的抗冲击能力。金融稳定意味着金融体系应能以合理的价格继
续提供必要的服务，包括信贷中介服务，即使是在发生严重冲击之后
也如此。金融政策委员会还有一个次要目标是支持政府的政策，包括
经济增长和就业方面的政策，只要这不妨碍金融稳定的主要目标。在
实践中，金融政策委员会在考虑实现主要目标的不同行动路线时会考
虑这一次要目标。

27

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为布鲁金斯学会经济研究项目的高级研究员，曾任美

联储副主席。他目前是英格兰银行金融政策委员会的一名外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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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风险的技能
为了识别需要采取宏观审慎行动的风险，宏观审慎委员会成员必须具
备适当的技能组合。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中央银行需要深入参与。中
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过程中形成了宏观经济视角和对市场的
了解。金融政策委员会设在英格兰银行，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近一半
的决策者来自英格兰银行。
宏观审慎委员会还应当有来自其他监管当局的代表，来实现宏
观审慎目标。这包括金融行为监管局以及银行和保险公司微观监管机
构的负责人。
具备金融机构和市场以及政策制定方面专业知识的外部人士也
是有用的。此外，外部人士能给政策制定带来全新视角，防止出现只
有内部人士做出决策时可能出现的群体思维现象。
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宏观审慎风险的特殊性质。政策制定者
主要关注尾部风险；预期结果已经体现在市场价格中，预料之外的情
况才会使杠杆和期限错配带来的脆弱性暴露出来。宏观审慎当局关注
外部性，即市场本身无法定价的放大机制和溢出效应。正是宏观审慎
政策使这些外部性反映在金融交易的价格中。

采取行动的权力
宏观审慎当局必须能够采取必要的行动来对抗系统性风险。在英国，
金融政策委员会有指挥权力——它可以自行调整一些管理规定，而无
需微观审慎监管机构或政府的同意。这种权力涉及银行资本制度的一
些部分，重要的是还包括房地产贷款的几个方面，这是很多金融周期
的起因。
此外，金融政策委员会可以就与金融稳定有关的任何事项向任
何机构提出建议。它通常要求其他监管机构或英格兰银行深入了解更
多信息以评估贷款标准或流动性问题；它建议微观审慎当局确保银行
做好准备应对特定的尾部风险；它建议对资本要求进行调整。它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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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评估监管边界，以确保风险不会转移到受监管较松的部门而威胁到
金融稳定。
维护金融稳定的两个关键权力是压力测试和有序清算。压力测
试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是宏观审慎监管的核心，因为这种测试旨
在确保金融体系能够抵御那些在 2008 年末冻结了金融体系的严重冲
击。市场越是情绪高涨、贷款的杠杆程度越高，冲击就越是严重，从
这个意义上说，压力测试应具备逆周期性。
对系统重要机构进行有序清算，允许这些机构能够在不需要纳
税人支持、不会危及整个体系的情况下倒闭。在全球范围内演进的一
些技术也有助于结束“太大而不能倒”的情况，因为这些技术的运用
使债权人可能承受损失，从而能够增强市场纪律。

与微观审慎和货币当局的沟通与合作
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和货币政策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每种政策的
运用都可能影响到其他政策的目标，因此，沟通和合作很重要。每项
政策在促进金融和经济稳定方面都有独立和独特的目标，需要的技能
有所不同，所以最好由不同的委员会执行。 但相互作用意味着，每
个委员会必须了解其他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其他委员会希望实现的目
标。这样一来，每个委员会为实现自身目标做出决策时，会尽量减轻
对其他委员会实现其目标能力的不利影响。
在英国，每种政策都由独立的委员会负责，但通过委员会成员
的交叉履职以及对共同关心的问题召开联席会议，来增进合作和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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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监管框架和宏观审慎政策
Daranee Saeju

28

泰国的金融系统已经演变得更加复杂并且更加具有关联性。请同时
参阅本书最后部分的对应演示文本。商业银行仍处于核心地位，其
资产约占全部金融部门资产的一半。但共同基金、保险公司和储蓄合
作社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产规模在过去三年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
产生了金融稳定方面的影响。
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不仅通过公平联系的渠道（集团之
间），也通过金融集团联系的渠道（集团内部）关联。这意味着来自
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可能会影响到银行部门和整体的金融稳定。
事实上，尽管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它们可能涉及很多
人，在出现冲击时有可能会干扰到整个金融体系。
有几个政府部门负责监管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支付服务。主
要的监管部门是泰国银行(BoT), 保险委员会办公室 (OIC)，证券交
易委员会 (SEC)，它们都是由财政部(MoF)授权的。为了确保金融系
统的稳定性，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在整个流程中都很关键，包括
行业监督、系统性风险的确认、政策设计和实施。
尽管并没有法律，包括中央银行法在内，明确授予泰国银行金
融稳定职责，但是泰国银行一直以来都承担着金融稳定的职责。因此
目前泰国银行负责牵头加强全国金融稳定框架。
在决策层面，泰国银行已经建立了金融稳定小组委员会，这是
一个协调系统性风险分析和宏观审慎政策讨论的内部平台。之后有些
问题会升级到半年一次的货币政策委员会(MPC)和金融机构政策委员
会(FIPC)的联合会议上进行讨论，在这个层面，也进行和证券交易委
员会、保险委员会办公室以及财政部的跨部门协调。在工作层面，

28

Daranee Saeju 为泰国银行金融机构战略部资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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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建立了金融稳定部(FSU)，目的是在泰国银行内部及与其他相
关部门协调金融稳定工作。
然而，创建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仍面临挑战:
 第一，为了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存在困难，
因为金融稳定并非所有监管部门的中心职责。目前正在讨论进一
步改善体制安排，尤其是跨部门层面的体制安排。
 第二，确保金融稳定需要数据和工具。可靠和高频率的数据，以
及分析工具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更好识别系统性风险的来源，并
以及时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回应。 因此，泰国银行通过开发其他数
据来源以及利用新技术，例如大数据分析，来减少数据缺口并加
强技术能力。泰国银行还正在开发系统性风险分析工具包，例如
情景规划和宏观压力测试。
 第三，关键的人力资源能力仍是一个重要挑战。金融稳定从本质
上来看就是跨领域的，涉及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宏观经济。因
此，需要有多项技能以管理宏观和金融的联系，进行系统性风险
评估并制定宏观审慎政策。
总而言之，泰国银行和其他监管部门一起在不断努力加强宏观
审慎政策框架的体制安排，目标是确保整体的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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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审慎政策—国际经验教训
Erlend Nier29

本展示借鉴了国际上正不断出现的宏观审慎政策经验。请同时参阅
本书最后部分的相应演示文本。本展示讨论了一些挑战，并强调其
解决之法也可用于其他地方。考虑到中国可能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等
因素，上述机制可能也有助于在中国推行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宏观审慎政策对任何国家而言都极具挑战，其需要强有力的制
度基础。两个深层次挑战包括：
宏观审慎政策受制于所谓的“不作为偏向”，即倾向于不作为
或采取行动力度不够、不及时。Nier（2011 年）最先研究了这一问
题。该问题源于宏观审慎政策的本质：宏观审慎政策是用来管理尾部
风险的。这意味着行动的益处只有在将来才能显现出来，而且这种益
处又很难衡量，但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往往会较明显地感受到行动的代
价。这一问题是宏观审慎政策本身所固有的，往往会降低政策制定者
尽早采取有力措施的意愿。当宏观审慎政策受到金融业游说和挟持
时，或是当局受到政治压力影响或存在其他竞争性目标时，这种偏向
可能会更加严重。
第二个挑战在于金融体系处在动态演变之中。这意味着系统性
风险的水平、来源和分布情况都可能变化。这个问题也是根深蒂固
的，因为金融体系往往会追寻获利机会而不断变化。我们观察到，金
融体系会随着金融（技术）创新、部分金融体系受到的监管限制、其
他政策造成的扭曲（如有利于债务融资的财政扭曲）而变化。经验表
明，金融体系的动态变化将造成“政策缺口”，需要在不同的政策领
域开展协调。而协调本身又会强化“不作为偏向”。

29

Erlend Nier 是基金组织货币和资本市场部货币与宏观审慎政策处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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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强有力的制度安排对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至关重要。除了在
评估和抑制风险方面开展合作外，制度安排也应保证当局具有行动的
意愿与能力（基金组织，2013 年；基金组织，2014 年；基金组织-金
融稳定理事会-国际清算银行，2016 年）。
 要提高行动的愿意，可赋予某主体（机构或委员会）明确职能，
确立央行在宏观审慎政策中的核心作用，以及在法律中确定目标
和问责机制。
 要具备行为的能力，就需要建立权力和工具，使它们的范围和效
力足以抑制风险。这包括收集信息、校准工具以及将金融机构或
服务指定为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权力。
 保证在评估和抑制风险上开展合作的机制不仅限于成立委员会。
例如，为了确保合作，应赋予微观审慎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维护
金融稳定的目标（如澳大利亚和英国）。
国际经验显示，宏观审慎政策存在国内的“漏洞”，有可能出
现监管盲点和监管缺口。要应对这种漏洞，可扩大宏观审慎干预的范
围，这至少有三种方法：
 建立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如直接从企业收集信息的后备权力
（如赋予美国金融研究局的权力），以及建立（信用）登记制度
和通用数据平台（如中国所设想的）。
 扩大监管范围，覆盖银行以外的大型非银行中介机构。例如，英
国的财政政策委员会可向财政部提议扩大监管范围。
 按功能开展监管，以捕获产品和服务的内在风险。例如，可对所
有信贷提供者实施贷款价值比和偿债收入比的限制（如匈牙利、
韩国和荷兰）。
在中期，进一步推动资本账户开放是有益的，其在有效地配置
储蓄与投资方面的益处已得到了广泛的认识。资本账户开放也可以减
少国内的漏洞：当储蓄不再被限制在国内，可能会减少国内追求高收
益的行为。另一方面，开放资本流动可能会刺激跨境信贷，从而减少
国内宏观审慎工具在管理系统性险上的有效性。例如，当收紧宏观审
慎政策工具（如逆周期资本缓冲）时，会增加跨境信贷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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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提供信贷的可能性增大，未来可能要求垮境（或在地区内）开展
宏观审慎行动协调。例如，这可能涉及“对等”协议，这将要求母国
当局对东道国敞口实施相同的限制。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成员国
之间已经就巴塞尔 III 逆周期资本缓冲达成了这种对等协议。这种协
议也可在地区内达成，例如欧盟成员国已就逆周期资本缓冲以外的其
他工具达成了一致。
开放资本账户也会产生资本流动规模和波动性增大的新风险，
而新的宏观审慎工具可用来管理这些风险。

30

批发融资（包括批发

外汇融资）的增加尤其可能使融资结构变得脆弱。家庭和企业也会有
动力在外汇市场上借款，这会增加违约风险。这种动力有时会很强，
当国内利率高于主要套利货币（如美元、日元或瑞士法郎）利率时尤
为如此。
定向的宏观审慎工具可用于应对这些新的风险。这些工具包
括：流动性要求（如流动性覆盖比率、净稳定融资比率），其可能会
依币种不同而设定差异化要求（如韩国、冰岛和瑞典）；以及对外汇
敞口提出的更高资本要求或更严格的贷款限制（如匈牙利、波兰和俄
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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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变化的经济和金融结构：
中国是否需要开展公共行政改革？
席睿德

31

中国经济连续数十年呈快速增长之势 -- 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 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向制造业的结构性转型，而
且最近又在加快向服务业转型。

32

请同时参阅本书最后部分的对应

演示文本。中国金融体系的扩张则更为迅猛，其复杂性进一步加
剧，相互联系更加紧密。
在此期间，政府一直深入参与经济，要么通过国有企业和地方
政府直接参与，要么通过提供强有力指导的方式间接参与。尽管公共
部门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经下降，但其比重仍然很大，虽是如此，
私营部门发挥作用的空间已然扩大，这一点已经得到广泛承认。
尽管如此，中国同样仍然需要——在诸多领域——进一步壮大
中央/总部的公共部门。

为何会存在这一明显矛盾现象？
这一矛盾现象的背后有其成因，即中国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发生了巨
大变化，但这种变化很多时候并未在公共行政结构中得到反映，这就
可能会导致出现瓶颈并加剧脆弱性。中央/总部的人员配备极为薄
弱。
与大多数国家一样，在设计政策和改革、确定新风险以及制定
新的规则和条例等方面，往往是由中央部委和机构而不是地方办事处

31

Alfred Schipke（席睿德）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首席代表。另见 Lam（林卫

基）、Rodlauer（罗德劳尔）和 Schipke（席睿德）（2017 年）。
32

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已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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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分支机构充当先锋。在中国，中央部委和机构所承受的压力越来越
大，反映出如下事实：
 领导层力主改革。自 2013 年三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2016 年
至 2020 年）开局以来，中国领导层适时强调指出，有必要厉行改
革，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改善资源配置，努力转变经济
增长模式。这经常被称为“再平衡”。鉴于领导层力主改革，制
定大量改革蓝图和工作计划的重任遂落至中央部委和机构肩上。
 金融体系发展迅速、错综复杂且相互关联。中国金融部门形势快
速变化，新型金融产品和机构不断涌现，新市场不断发展，金融
全球互联性日益增强，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不断评估新的风险，
扩大金融部门监管范围，从整体上强化监管。
 全球足迹不断扩大。中国不断扩大的全球足迹和“走出去”战略

给许多政府部委和机构提出了另一个挑战，除其他事项外，需要
各自建立框架以应对这些事态发展以及与全球范围内的对口部委
和机构打交道。中国在重要的全球论坛和双边对话中日益发挥着
积极的作用，这使公共行政的压力进一步加大。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中央政府关键部委和监管机构的资源、特
别是人员配备极为薄弱，基本未变。因此，开展公共行政改革扩充中
央的资源可能势在必行。随着中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即从交易型政府
转向更多地发挥协调促进者的作用，通过重点加强政策框架推动通过
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项改革变得愈发迫切。
在国际大背景下，公共行政结构的不平衡性变得尤为明显。另
外，中国的公务员薪酬结构级差相对平缓，加上某些部门（如金融部
门）的薪资水平快速增长，使得吸引和留住高素质的公共部门雇员难
上加难，特别是在最需要这些雇员之时。例如，东欧在 20 世纪 90 年
代的过渡时期就曾遇到过类似的挑战。
在此仅举几例，以作说明。这些例子涉及公共财政机构(如国
家税务机关和财政部), 和中国金融部门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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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税务总局（SAT）
中国的税收征管独立于财政部之外，面临几大关键性挑战。在“走出
去”战略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拓展业
务。与其他全球性公司一样，这些公司也享受最大限度减轻税收负担
的激励措施。与此同时，中国许多极富活力的新成立公司有时并不在
税网之内（仅 2016 年一年就成立了约 550 万个此类企业），而日渐
衰落的传统部门内的公司面临着更多困难，导致合规问题增加。
为与时俱进和保护其收入基础起见，国家税务总局需要不断改
进税收征管并实现税收征管现代化。

但是，税收征管系统的人员规模究竟有多大，在国际上又处于
何种水平呢？尽管整个系统在职雇员约 75 万人，但北京总部仅
有 750 人，且肩负着上述众多税收征管改革的重任。虽说各国国情不
同，但是通过与其他国家较为完善的税务机构相比，会发现这一比例
亟待上调；比较显示，国家税务总局总部的人员配置需要占到整个系
统的 3%至 10%，即达到 7,500 到 22,500 人，而不是仅为整个系统的
33

0.1%。

33

另见 Brondolo 和 ZHANG（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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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财政部也是如此。该部负责设计和确保落实包括税收政策（如增值
税、个人所得税、房地产税）、社会保障、国有企业和中期预算框架
在内的各项改革。此外，2016 年，中国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建了
一个资产总额达 10.6 万亿人民币的大型地方政府债券市场。这个债
券市场的快速崛起（最初通过贷款-债券交换计划）需要出台健全的
规则和条例加以监管，导致财政部的工作量进一步加大。这些变化和
改革错综复杂，需大量人手方能应对。同样，财政部总部仅有约
1,000 名员工，人力资源极其不足。

金融部门监管机构
负责确保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机构情况同样如此，这些机构包括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及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
如上所述，金融体系的扩张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这表明金融
部门在不断发展和深化。中国数家银行的资产总额居于世界前列，中
国股市的规模位列全球第二，甚至刚起步的债券市场也已高居世界第
三。近几十年来，中国金融体系自由化水平不断提高，信贷快速增
长，非银行金融机构数量大幅增加，更加复杂的金融产品不断涌现，
新市场（如衍生品市场）纷纷兴起。这些事态发展对任何一个监管机
构而言都充满了挑战。
但是，富有挑战性的不仅仅是变革本身，新型金融产品涌现的
速度之快也令人应接不暇。例如，阿里巴巴的“余额宝”货币市场基
金客户在短短一年内就从零飙升到 8,500 万；个人对个人（P2P）平
台在过去几年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另外，考虑到金融系统的复杂性不断提升，而且中国金融体系
在全球经济中以及对于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越来越高，需要加强中国国
内以及世界范围内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这也需要更好地、及时地进
行沟通，继而又会增加中央监管机构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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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总部机构的规模基本未变，详细情况见下图。如图所示，中国
金融部门在过去 10 年中占 GDP 的比重翻了一番，其结构也发生了重
大变化，影子银行的出现尤其反映出这一事实。从图中还可以看出，
中国监管机构的人员规模极小，各机构总部员工人数只有大约 400
到 750 人。
中国的基金组织/世界银行 2011 年度金融部门评估规划已经建
议加强人员配置。

除了规模小以外，机构内各部门之间资源的转移严重受限。开
展公共行政改革，确保工作人员、特别是总部机构工作人员数量适足
且薪资优渥，对于继续维持中国金融体系安全健康的发展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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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总部/人员配置总数国际比较
总部/共计
（百分比）

总部1

全系统

中国
2

中国人民银行（PBC）
3
财政部（MOF）
国家税务总局（SAT）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监会）

717
1,023
750
662
730
390

0.7
0.2
0.1
2.8
23.6
13.9

105,980
488,192
750,000
23,683
3,097
2,802

2,120
2,700

2.52
12.45

84,050
21,686

2,144
1,232

28.23
91.46

7,596
1,347

无
无

无
无

1,238
3,680

无
47.98

无
9,636

美国
财政部
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
澳大利亚
财政部
4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
联合王国
财政部
英格兰银行（BOE）

德国
1,864
联邦财政部
联邦银行
4,623
资料来源：各机构年度报告、海外发展研究所报告。
1. 总部人员配置或联邦一级的人员配置。
2. 不包括印钞造币公司以及其他归中国人民银行所有的公司和公共机构。
3. 不包括归财政部所有的公司和公共机构。
4. 不包括印钞造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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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政策：基于智利经验的讲话
罗德里戈·贝尔加拉

34

感谢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人民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邀请我参加
此次会议。
我将谈谈智利的经验。谈论智利的经验当然是因为智利是我最
了解的国家，因此，我被要求介绍智利如何从钉住汇率制过渡到“半
钉住制”，再到最终采用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经验。但是，还有
一个原因，我认为智利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因为在过去四十年里我
们经历了几乎每一种可能的汇率制度。我们逐步走向采用自由浮动的
汇率制度，而且已经成功实施了近二十年。当然，在智利仍有人缅怀
固定和半固定的汇率制度，并希望重新回到那个时代，但是，这些人
只是极少数。就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当我们开始这一过程时，智利也
有许多关注和未知数，但是，我认为这是值得的，我将在稍后作出解
释。
20 世纪 80 年代初，智利采用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当
拉丁美洲债务危机爆发时，智利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和国际收支危机，
于是钉住制度被放弃。经过一段时间的动荡之后，智利开始采用“爬
行 区 间 ” 的 汇率 制 度 。 开 始 之 初 （ 1984 年 ） ， 区 间非 常 窄 （ ±
0.5%），后来逐渐扩宽。

35

由于刚刚走出严重危机，智利对资本外流实行了资本管制。但
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智利刚刚恢复民主，
出现了巨额资本流入。汇率升值到浮动区间的上限部分，为了捍卫汇

34

罗德里戈·贝尔加拉（Rodrigo Vergara）为智利公共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经济学家,

智利中央银行前行长。
35

参见 Vergara（199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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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中央银行实施了大量冲销式干预措施。这些干预给（中央）银行
造成严重损失，因为干预交易的结果为负。

36

此外，汇率浮动区间扩大到±5%，中间价由钉住美元转为钉住
一篮子货币。取消了对资本外流的管制。随着本国货币继续面临压
力，央行对资本流入实行了管制。采取的方式是对所有资本流入，特
别是短期流入实行准备金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将货币政策利率降低到国际水平从未被认为是
一个有效的选择。原因是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在 90 年代前半期每
年为 10％至 20％），而且新独立的中央银行（于 1989 年 12 月独
立）有降低通货膨胀的明确使命。因此，更宽松的货币政策被认为会
影响中央银行对价格稳定承诺的信誉。控制资本流入被视为是避免
“三元悖论”的一种方式。根据艾伦·泰勒（Alan Taylor）在本次
会议上的发言，中央银行总是把这个问题看成是“三难困境”，而非
“两难困境”。

37

关于资本管制，大多数证据表明，它们在开始时是相当有效
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失去效力。实践中，市场会想方设法规
避限制。从我在此次会议中听到的中国当局的意见来看，中国似乎也
存在类似问题。
在那些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尽管采取了一切措施，汇率升值仍
位于区间的上限。正如劳伦斯·萨默斯（Larry Summers）今天上午
指出的，如果汇率停留在区间的任何一端，则与固定汇率没有什么区
别。从我们的经验来看，汇率经常是位于区间的一端或另一端。
20 世纪 90 年代末，事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首先爆发了亚洲危
机，之后俄罗斯危机致使资本流出新兴市场。智利（以及大多数新兴
市场）的货币大幅贬值，汇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升值触发区间的上
限转为贬值触发区间的下限部分。

36

在很长时期里，智利央行的资本一直为负数。在一定程度上，这正是因为在这段

时间和本世纪初采取的冲销式干预措施（见 Archer 和 Moser-Boehm，2013 年）。
37

参见 Rey（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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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银行采取了一项非常具有争议的措施，将利率上调了 500 多个基
点来捍卫汇率浮动区间。智利经济进入近二十年以来的第一次衰退，
1999 年，GDP 下降了 0.4%。
为了让汇率更加灵活，区间放宽至±8％，之后又逐渐放宽到
±12％。1999 年底，智利放弃浮动区间，允许汇率自由浮动。此
外，还取消了所有资本管制。
因此，智利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已近 18 年，完全没有资本
管制。但是，央行保留在“特殊情况”下干预外汇市场的权利。“特
殊情况”被定义为汇率水平在很长时间内严重偏离均衡水平。当然，
即使中央银行有计算均衡实际汇率的模型，但不论是严重偏离均衡汇
率或长期价值的定义，还是很长时间的定义仍然都是模糊的。积累储
备也被用来证明干预是合理的。这可能适用于货币明显过度升值，以
及长期没有实行干预措施之后国际储备下降的情况（以任何指标衡
量，比如 GDP、进口等）。在这些情况下，储备积累可能是进行干预
的理由。
在实践中，自从采用自由浮动汇率以来，智利只经历了四个干
预汇率的时期。有两个时期是在本世纪初，当时因外部事件（巴西危
机）造成智利比索大幅度贬值，而当局认为，货币贬值并非经济基本
面造成。相反，小规模且短暂的干预措施（出售外汇）对汇率产生了
预期影响。
其他两个时期是在 2008 年和 2011 年，情况恰好相反。2007
年和 2008 年初，大量资本流入导致智利比索大幅度升值。中央银行
决定以非常透明的方式实施冲销式干预措施。央行宣布全年购买给定
数额外汇的计划，这些数额在每个工作日平均分配。所以，市场知道
中央银行每天将拍卖的准确金额。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资本流出新兴市场，比索贬值，干预
计划提前中止。第二次干预是在 2011 年，当时再次出现大量资本流
入。央行采取了相同的形式，计划在当年年底完成。自那之后，没有
采取任何干预措施。在我担任智利中央银行行长期间，没有干预过外
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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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 18 年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运行良好。当然，每个国家都需决
定什么样的制度对其最为有利，但是，我倾向于同意劳伦斯·萨默斯
今天上午所说的，新兴市场的一些危机或至少经济困难的例子从某种
意义上说都与固定汇率有关。就智利的例子而言，20 世纪 80 年代初
的重大危机和 1999 年的轻微衰退都是很好的例子。我认为，就智利
而言，在这 18 年的时间里，汇率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减震器。
最后，我想谈谈与前面所讨论问题有关的一些看法，我认为，
在决定哪种汇率制度更适合某一个国家时，应牢记以下几点：
 在灵活汇率制度下，汇率波动幅度大于钉住汇率制或汇率浮动区
间制度下的汇率波动。对于经济体的参与者来说，汇率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价格，参与者需要进入有深度的市场，从而进行套期保
值。因此，重要的是，在转向采用浮动汇率时，需确保满足开发
深度衍生品市场的条件。
38

 一些国家“担心浮动” 的原因之一是企业或家庭部门存在严重的
货币不匹配情况。例如，如果公司有沉重的外币债务，货币贬值
可能非常有害，最终可能会造成金融危机。正因如此，新兴市场
的许多金融危机都伴随着国际收支危机。因此，至关重要的是要
监测货币不匹配，并让企业部门知道在灵活汇率制度下会有敞口
头寸的风险。智利的经验表明，货币错配在很大程度上是内生性
的。事实上，实施自由浮动汇率以来，货币错配程度已大大降
低。
 “担心浮动”的另一个因素是汇率传导（ERPT），即汇率变化对
通货膨胀的影响。对于资源依赖型国家，这尤为重要，而且由于
大宗商品价格波动，这些国家经常面临贸易条件的冲击。有大量
证据表明，过去几十年，汇率传导效应在大多数经济体中都有所
下降。另一方面，新兴市场的汇率传导效应比发达经济体更大。
在新兴市场中，大宗商品出口国的汇率传导效应比非大宗商品出

38

参见 Calvo 和 Reinhart（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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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国更大39。基于所有这些考虑，我认为，如果中国采取更灵活
的汇率制度，这应该不会是一个大问题。
 我完全同意前面讨论所说的金融稳定对于从“半钉住制”顺利过
渡到灵活汇率的重要性。Alejandro Werner 和 Tommaso ManciniGriffoli 在会议中谈及的拉丁美洲经验为此问题提供很好的参
考。
谢谢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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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Vergara（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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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金融和汇率框架的几点评论
40

阿米尼奥·弗拉加

 中国的货币和汇率制度在不断演进。人民币与美元的挂钩关系持
续十年后于 2005 年结束，中国人民银行此后逐渐转向采用更灵活
的汇率制度，让汇率随经济基本面调整，并且最近以一篮子更相
关货币作为参考。制度和操作方面的许多改进为这一战略举措提
供了支持，这些改进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的构成货币铺平了道路。
 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中国显然不属于另
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最优货币区。按同样的逻辑，随时间推移，中
国采用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可能是自由浮动汇率）是情理之中
的。目前以一篮子货币为重心的做法已被证明是一个有效的过渡
制度，但我认为，不再将重心放在篮子上，而是实行相当自由的
浮动汇率，这对中国是有益的。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干预外汇市场的能力，而意味着干预主要应针
对市场波动剧烈、特别是市场流动性低的极端情况。干预也可以
作为今后在较大货币区间开展汇率协调的部分措施，这一问题目
前尚未被列入议程。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资本管制措施的运用。大多数（如果不是全
部）国家的历史经验似乎是，随着经济和金融市场变得越来越复
杂，资本管制会失去效力。中国的经济规模庞大、复杂、日趋成
熟，所以我认为，随时间推移，唯一合理的管制措施要么更具有
审慎性（如对短期资本流入临时征税），要么与透明度和反洗钱
有关。
 为了巩固浮动汇率制度，必须加强货币、财政和金融框架。我依
次讨论每个方面。
40

阿米尼奥·弗拉加(Arminio Fraga)为加韦亚投资基金的创始合伙人，曾任巴西中央

银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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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方面，从有管理的汇率转向更灵活的汇率将需要一个更明确
的名义锚，例如通胀目标锚，最好能保持一定灵活性以帮助平滑
经济周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以直接信贷控制作为货币政策工
具有损效率。
 财政方面，与当前多数国家一样，中国面临着重大的长期挑战。
这些挑战包括，即将到来的人口重大变化，地方政府通过土地销
售进行的不可持续融资，以及国有企业和金融部门的潜在损失。
 金融部门风险是关注焦点，也是本次会议的第二大主题。核心问
题是近年来信贷加速增长，与经济增长脱节。坦率地说，正是靠
日益增长的信贷，中国（和世界）实现了已习以为常的快速（但
自然在减缓的）经济增长。这种脱节目前开始出现难以为继的迹
象，构成重大挑战。与多数银行和金融危机的历史记录相比，中
国目前的信贷/GDP 比率已经高到非常危险的程度。
 所以，任务很艰巨，但仍然可以完成。中国自实行令人惊叹的市
场化发展战略以来一直面临着巨大挑战。这又是一个这样的挑
战。
 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因采用短期、需求驱动的增长目标造成
的。这往往导致过度投资、信贷过度增长以及房地产和股票市场
的泡沫。应转而采用更灵活、较长期、在更大程度上由供给侧驱
动的增长目标。
 监管方面，中国当局对其所做工作的阐述令人印象深刻，毫无疑
问，他们将重心放在进一步加强中国的银行业和金融体系。
 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是将风险意识引入体系。对政府显性或隐性
担保的普遍预期导致了过度的杠杆和风险承担行为。设计渐进的
应对政策很重要。例如，取消体系某个领域的隐性担保可能令人
担心所有担保都有风险，因此可能导致信贷急剧收缩。
 有效的策略可能包括，以保守的增长和压力情景为基础，对流量
（损失）和存量（资产负债表）开展全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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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外汇干预 改善金融监管
马骏

41

今天讨论内容的要点总结如下：

汇率
 2016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引入了以公式为基础的汇率中间价定价
机制，在提高透明度和规则性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大幅度降低
了人民币一次性贬值的市场预期。
 今天会议的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应减少外汇干预，避免采取额
外的资本流动管制措施，实现更大的汇率灵活性。劳伦斯·萨默斯
（Lawrence Summers）明确表示，篮子制度应被视为中国向灵活
汇率制度过渡的中间步骤，而非最终目标。
 在影响汇率预期方面，外汇干预往往是无效的，甚至还会加剧汇
率预期。国际清算银行和马骏使用巴西、中国、韩国、马来西亚
和秘鲁的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显示，外汇干预很可能使汇率预期
恶化（例如，央行出售外汇加重了汇率贬值的预期）。
 资本管制的有效程度往往低于人们的预期。即便资本管制有效限
制了当期的外汇流出，但也可能会增加人民币的流出（到在境外
换汇），也会大幅减少未来的外汇流入。
 过去两年，社会和市场对人民币/美元汇率双向波动的接受程度大
幅提升。充分理解市场对汇率波动的接受程度的提高，将有助于
说服政策制定者避免过多使用外汇干预和不必要的资本管制。

41

马骏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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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银行还有很大空间来提高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透明度。例
如，市场对央行为何需要如此多的不同政策利率感到困惑，也不
清楚是谁在设定这些利率。
 保护和发展外汇对冲市场、降低对冲成本也十分重要。外汇对冲
的增加，将成为市场进一步接受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重要基
础。

宏观审慎框架及政策
 中国应淡化 GDP 增长目标，以缓解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冲
突。在过去，由于过度关注了 GDP 增速，因而产生了持续货币刺
激的政治压力，造成宏观杠杆率快速上升。
 监管机构应避免向汇市和股市等金融市场参与者发出对价格水平
隐性担保的信号。这种隐性担保可能会鼓励投机，导致市场泡沫
和出现过度的波动性。
 应加快改革，允许亏损国企退出市场，减少对低效企业的贷款。
 在更多城市推行房产税，以取代土地收入成为财政收入的一种主
要来源，减少地方政府推动地价和房价上涨、抬高房地产业杠杆
率的冲动。
 投入更多监管资源，全面覆盖影子银行活动。
 大幅增加金融监管机构（包括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
会）总部的人员配置，提高人员薪酬，引进“旋转门”机制（鼓
励有市场经验的专业人士加入一行三会），确保具备应对金融稳
定问题所需的技能和金融市场知识。
 扩展金融风险的压力测试，从针对单个机构的静态分析，扩大到
包含传染效应和评估整个金融体系“冲击”影响的“动态分
析”。
 制定应急预案，应对市场突然崩盘的各种情景，确保破产金融机
构得到有序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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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审慎政策的沟通和各监管当局间的政策协调。明确阐述政策
意图及审慎管理市场预期。使用前瞻性指引来影响市场参与者行
为，避免政策突然出台使市场“受惊”。
 改进监管机构协调，在部委层面和工作层面设立各种跨部门工作
组。
 研究、防范金融创新和资本账户开放带来的新型风险（例如金融
机构过度使用批发融资和外币负债所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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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中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
黄益平

42

2016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了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的
重要性。
例如，李克强总理 3 月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稳妥推进
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整顿规范金融秩序，
筑牢金融风险“防火墙”。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政策制定者担心系统性金融风险呢？
大约在三年前，金融风险开始侵扰金融体系的不同部门：首先
是股市和理财产品市场，之后是楼市和汇市。2015 年股市波动加剧
就是这一问题的体现。例如，上证指数从 2015 年 1 月 5 日的 3258 点
上涨至 6 月 15 日的 5174 点，但在当年 9 月 30 日又暴跌至 3052 点。
当然，股市总是有涨有跌，但股市投资者开始利用信托和银行部门加
杠杆，这就令股市的这次暴跌尤其令人担忧。
2009 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已经经历了三个周期，三次房价上
涨的顶峰分别为 2011 年 7 月、2013 年 12 月和 2016 年 9 月。每一
次，价格跳涨都变得更加急剧、更为广泛。这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楼
市的潜在调整已经成为了严重的金融风险，对银行业来说尤其如此。
在金融市场的最近一次波动中，出现了货币贬值和资本外逃的
重大压力。2015 年 8 月 11 日央行对每日汇率中间价的定价制度进行
改革，导致金融市场出现了人民币汇率走弱的强烈预期。尽管央行采
取了多种措施来稳定人民币汇率（包括收紧资本账户管制及动用外汇
储备入市干预），可人民币在过去两年中还是贬值了。

42

黄益平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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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事件引发了担忧，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先
前的研究表明，金融风险具有高度的传染性。例如，如果一国爆发了
银行危机，那么该国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反之亦然。
过去几年中，到底是什么变化导致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增加？
中国是唯一一个避开了严重金融危机的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
其原因至少有二：
原因之一在于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在经济改革的头三十年，
中国经济年平均增长 10%。这使中国有能力解决许多经济问题，包括
降低了金融风险。
原因之二在于隐性和显性的政府担保。地方政府、国有企业、
金融机构的借款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担保。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中国
都没有出现金融产品违约或金融机构破产。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
国银行的不良贷款平均达到贷款总量的 30%至 40%，但即便是这样，
中国也没有爆发银行挤兑。
但这两个因素正在变化。中国的经济增速从 2010 年的 10.6%
下降到了 2016 年的 6.7%，导致企业资产负债表恶化，不良资产增
加。
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演变成了国际清算银行所
描述的“三元风险”状况，即杠杆上升、生产率下降以及政策灵活性
降低。“三元风险”本质上意味着金融风险已大大增加，而政府应对
这些风险的能力也已大幅下降。
金融系统中的流动性充沛，这使问题更为严峻。例如，广义货
币供应量 M2 在 2016 年底已达到 GDP 的 208%。相比之下，美国的这
一比例只有 80%左右。巨大的货币供应量当然与中国金融中介由银行
业主导有关。
更重要的是，货币供应似乎存在一个内在的加速机制。当经济
运行良好时，需要加快货币供应，以支持经济活动的扩张。当经济状
况不佳时，也需要加快货币供应，以稳定经济和市场。其中后者与政
府的担保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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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以前，较高的 M2 增速还不一定是个问题。过去，M2 增速始
终比狭义货币（M1）供应量增速要快。但在 2015 年中期，M1 增速突
然大幅加快，明显超过 M2 增速。这主要是因为银行存款的期限缩
短。换句话说，存款人不再满意存款的低利率，他们希望将储蓄投资
到其他地方。
可用于投资的资金规模庞大，而投资机会又十分有限，这二者
结合在一起，成为了近年来金融风险轮动的原因。资金流向哪里，哪
里的市场就会繁荣，泡沫也会很快出现。股市、楼市、汇市的起伏基
本反映了同一个故事：投资者在拼命寻找投资机会。而这一点不会轻
易改变。
当局应采取什么措施来抑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项非常棘手的政策任务。不过当局至
少应该在以下三方面开展工作：
首先，央行应保持相对从紧的货币政策立场，以逐步稳定乃至
降低总杠杆。这可通过更有效地利用货币供给（金融资源）来实现。
这也可通过增加直接融资（股市和债市）在金融中介中的比重来实
现。
第二，政府需要重组监管框架。宏观审慎政策是避免系统性金
融危机的第一步。央行与银证保三会之间，亟待开展协调合作，消除
监管体系中的缺口（潜在的风险来源）。监管机构应更加关注维护金
融秩序而非培育金融业发展。
最后，政府需要坚决消除不必要的担保。无论如何，政府都不
再有能力提供隐性担保。特别是僵尸企业和银行应该退出市场，以
降低系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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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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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发言
任志清

43

尊敬的各位来宾、同事和朋友：
最后，请允许我对所有发言者和与会者的参与及杰出贡献表示
感谢。这是繁忙而富有成效的一天，我们分享各自的经验和见解，以
期找到切实的政策解决办法。实实在在丰富而又坦诚的讨论让中国的
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与外部专家和监管者坐到了一起。
我不想再重复马骏、黄益平、阿米尼奥·弗拉加或罗德里
戈·贝尔加拉先生呈现的精彩总结和重要结论。
但是我想强调几点广泛共识：
 汇率。方向是清楚的。中国需要采用更加灵活的汇率，这一转变
宜早不宜迟。
 资本账户自由化。这一点应当谨慎对待，目前尚不具备大力推进
开放的前提条件。不过，融合中国资本市场的长期目标仍然是明
确的。
 宏观审慎框架。为确保成功需要解决三个关键问题：
o 在规范、监督和架构方面，需要有明确的授权任务、察觉风险
的能力、采取行动的权力，以及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
o 只要存在财政/准财政主导，就会有信贷增长压力。为解决这一
问题，重要的是要摆脱硬性定量增长目标，正是这种目标推动
了地方政府投资和房地产支出偏向。
o 最为重要的是消除广泛存在的隐性政府担保，这种担保导致道
德风险并助推信贷快速增长。

43

任志清现任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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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明度和沟通。根据中国的发展水平和全球经验，透明度和更好

的沟通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其政策以及改革目标、框架、发展和
行动。应当更加经常性地、在日常的一举一动中实践透明和沟
通。
最后，我想感谢陈雨露副行长为会议致开幕词，当然也要感谢
中国人民银行的各位同事组织这次会议。还要感谢代表处工作人员为
确保此次活动顺利举行而付出的努力，谢谢各位发言者、讨论者和与
会者的参与。有些人是远道而来的。
为了能够保存今天极其丰富的讨论内容，我建议将各位的演讲
和发言汇编成册（电子书），并在几周内公布在会议网站上（中英双
语）。
这次是中国人民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五次联合会议，我
期待在明年的活动上继续我们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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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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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纲，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易纲博士于 1986 年获得伊利诺大学经济学博士学
位。1986 年至 1994 年任教于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
系。1994 年与他人共同组建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
究中心（CCER），并担任该中心的教授至今。
他于 1997 年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历任中国人民银行
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货币政策司司长。2007 年
12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009 年 7 月兼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2015
年 12 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货币、银行和中国经济。

陈雨露，男，1966 年 11 月生于河北省，汉族，中共
党员。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教授。
兼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委员。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荣获首届教育部全国高
校青年教师奖、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指导教师奖；
人事部“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主要研究领域为开放经济下的宏观金融理论与政策，
代表著作包括：《大金融论纲》、《现代金融体系下
的中国金融业混业经营：路径、风险与监管体系》、《世界是部金融史》
等。

李波，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
李波先生于 2004 年加入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先后
任副司长和司长。2009 年任货币政策二司司长，
2015 年任货币政策司司长。在加入中国人民银行之
前，任纽约达维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本科就读于中
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后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斯
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和哈佛大学职业法律博士学位，
并拥有中国和美国纽约州执业律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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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隽，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
朱隽女士于 1993 年加入中国人民银行，之后担任过
各种职务。在行长办公室工作之后，朱女士于 1997
年加入国际部，先后在国际清算银行处和研究处工
作。 2006 年，她担任研究处处长，2009 年任国际
司副司长，2015 年，她被任命为国际司司长。1999
年 3 月至 10 月，借调工作于国际清算银行。2003 年
9 月，她重返国际清算银行，任经济学家，直到 2005 年 12 月。 1989 年，
朱女士毕业于北京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1993 年，获得北京大学经济
学硕士学位。

黄晓龙, 经济学博士，副研究员，毕业于北京大学经
济学院西方经济学专业。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
金融稳定、存款保险。

郭凯，现任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副司长。他的主要负
责牵头与美国、英国、G20以及国际基金货币组织的相
关工作。郭凯先生在哈佛大学取得了经济学博士学
位。在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前，他在国际基金货币组织
担任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和国
际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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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现任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20002014年初在德意志银行任职，曾担任德意志银行大中
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首席投资策略师、董事总经理。
1992-2000年间在 世界 银行 和国际 货币 基金 组织工
作，曾任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学家。1988-90年间为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马骏博士于1994年在美国乔治城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
位，1988年在复旦大学获管理学硕士学位。研究领域
包括宏观经济、货币和金融政策、环境经济等。发表了数百篇文章和十一
本著作。

李文红，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研究
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经济学博士、金融学硕
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人民大学工
学学士。曾到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金融稳定学院借
调工作、在中国银行风险管理部挂职副总经理。现为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流动性工作组联席主席、宏观
审慎监管工作组成员，曾为巴塞尔委员会逆周期资本
工作组和有效银行业监管核心原则修订工作组成员及
金融稳定理事会澳大利亚国别评估小组成员。曾担任中国银监会银行业改
革办公室、金融稳定与核心原则评估工作组、国际新监管标准规划实施工
作组、新资本协议项目研究和规划项目组等工作组项目负责人，参与《银
行业监督管理法》制定和《商业银行法》修订，牵头制定流动性风险管
理、杠杆率监管、市场风险管理、资产证券化业务和外资银行监管等多项
监管法规指引，主持宏观审慎监管、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逆周期政策等
多项重大课题研究和制度建设工作，发表专著-《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的逆
周期政策研究》，并在核心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冉华，男，经济学博士。1997年进入中国证监会，先
后任期货监管部副处长、处长，原期货监管一部副主
任，中国期货市场监控中心副总经理、总经理，具有
多年期货市场监管工作经验。现任中国证监会期货监
管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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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胜，中国保监会发展改革部副主任，管理学博士。
曾任发展改革部公司治理监管处处长、法规部副主
任、中国保信公司常务副总裁。

缪延亮于 2013 年应邀回国服务,担任国家外汇管理
局局长高级顾问并为中央外汇业务中心研究主管，
负责中国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相关的全球宏观和策略
研究工作。此前，他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
经济学家五年多，先后在新兴市场和债务政策等部
门工作，参与对欧洲债务危机的救助。加入 IMF
前，他在以色列中央银行任访问学者暨行长特别助
理，研究货币政策和中央银行制度设计。缪博士是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CF40）特邀成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YGL）”和中国
侨联金融专业委员会特聘专家。他获得复旦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学位，普
林斯顿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硕士和博士学位。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经济学讲席教
授、副院长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目前
还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
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同时兼任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 Crawford 公共政策学院 Rio Tinto 中国经济讲席教
授，中国金融 40 人论坛成员（现任学术委员会主
席 ） ， 中 国 经 济 50 人 论 坛 成 员 ， 英 文 学 术 期 刊
《 China Economic Journal 》 主 编 和 《 Asian
Economic Policy Review》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改革
与国际金融。曾经担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高级讲师和中国经济项目主任、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
General Mills 经济与金融国际访问教授、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亚太区首
席经济学家、Serica 投资基金董事、财新传媒首席经济学家，巴克莱董事
总经理/亚洲新兴市场经济首席经济学家，以及中国人寿股份有限公司、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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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信托有限公司和阿里巴巴主导的网商银行的独立董事。获得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和浙江农业大学农学（农业
经济学）学士。

Miquel Dijkman 现担任世界银行金融与市场全球发展
实践局的高级金融专家。加入世界银行以来，他的工
作计划涵盖范围广泛的专题和不同国家。他曾经十二
次参与金融部门评估规划（FSAP），负责评估“巴塞
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下的危机防范，并以世界
银行代表团负责人的身份参与了伯利兹和尼泊尔金融
部门评估规划。他还曾执行和领导过多次技术援助代
表团工作，广泛涉及不同国家，涵盖各类专题，包括银行监管、危机防范
和危机管理、跨境监督以及系统性风险分析。
在加入世界银行之前，他在荷兰中央银行从事过若干业务领域的工
作,包括货币和经济政策、金融稳定和金融集团监管。他还曾以国家中央银
行专家的身份在欧洲中央银行工作了六个月。Dijkman 先生拥有拉德堡德
大学国际经济学和发展研究专业研究生学位。

冯思果, 董事总经理, 大中华区外汇, 利率及信用产
品交易部, 渣打银行香港金融市场部
冯思果先生为现任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大中华
区外汇, 利率及信用产品交易部董事总经理。于 2009
年加入渣打香港。
冯思果先生于 2007 年至 2009 年间曾于摩根士丹尼香
港分公司出任中国定息收入交易部主管。于 2002 年
至 2007 年间，他曾于德意志银行香港以及上海分公司出任中国息口交易
部主管。
冯思果先生于 2002 年调回亚洲，在此之前，他曾在瑞信伦敦和纽
约分公司出任利率衍生产品交易员以及研究策略师。他於 1995 年投身金融
业，于所罗门兄弟纽约分公司出任定息研究分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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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尼奥·弗拉加（Arminio Fraga）加韦亚投资基
金的创始合伙人
阿米尼奥·弗拉加是加韦亚投资基金（一家投资管理
公司）的创始合伙人。该基金创立于 2003 年 8 月，
总部设在巴西里约热内卢。2009 年 4 月至 2013 年 4
月，弗拉加先生任 BM&F Bovespa（巴西证券、大宗
商品及衍生品的交易所）的主席。1999 年 3 月至
2002 年 12 月，他任巴西中央银行行长。从 1993 年到他被任命为央行行长
之前，他担任纽约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的常务董事。1991 年至 1992
年，他负责巴西中央银行的国际事务。在早期职业生涯中，他曾在所罗门
兄弟公司和 Garantia 投资银行任职。弗拉加先生曾任教于里约热内卢天主
教大学、Getulio Vargas Foundation 的经济学研究生院，哥伦比亚大学
国际事务学院和沃顿商学院。他是“三十人小组”和外交关系理事会的成
员，并任职多个非政府组织董事会。弗拉加先生发表了大量文章，涉及国
际金融、宏观经济和货币政策等领域。弗拉加先生于 1985 年获得普林斯顿
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81 年，获得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经济学学士
/硕士学位。

约瑟夫·加侬（Joseph E. Gagnon）自 2009 年 9 月
起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高级研究员。加
入 PIIE 之前，他曾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事务
部（2008-2009 年）担任访问副主任。此前，他在美
国 联 邦 储 备 委 员 会 担 任 国 际 金 融 部 副 主 任 （ 19992008 年）和高级经济学家（1987-1990 年和 19911997 年）。他还曾在美国财政部工作（1994-1995 年
和 1997-1999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
院任教（1990-1991 年）。他的著作包括《稳定世界经济中的弹性汇率》
和《未来 25 年全球政府债务展望：对经济与公共政策的影响》（2011
年）。他在《国际经济学杂志》、《货币经济学杂志》、《国际经济评
论》和《国际货币与金融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并为多部编辑
文刊撰稿。他于 1981 年获得哈佛大学学士学位，1987 年获得斯坦福大学
经济学博士学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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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卡默 (Alfred Kammer)，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战略、政策和检查部副主任，负责战略与监督相
关工作。此前，他曾任中东和中亚部副主任，负责区
域经济发展和金融部门事务；任技术援助办公室主
任，就技术援助运作向管理层提供建议，负责为能力
建设筹集资金并开展全球合作；任副总裁顾问，就一
系列国家、政策、战略问题提供建议。上世纪 90 年代
末，卡默先生曾任基金组织驻俄罗斯代表，并任俄罗
斯央行第一副主席顾问。1992 年加入基金组织以来，卡默先生的工作还涉
及欧洲、中亚、非洲的多个国家和一系列政策和战略事务。他在纽约州立
大学奥尔巴尼分校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在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院、洛
杉矶的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是布鲁金斯学会经济
研究部的罗伯特 • S. 克尔高级研究员。科恩是货币
政策、金融监管和宏观经济学方面的专家，曾任美联
储副主席，现为英格兰银行金融政策委员会委员。
他在 2008 年至 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为美联储主席本
• 伯南克提供建议，并曾作为美联储前任主席阿兰 •
格林斯潘的重要顾问。
科恩具有 40 年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的工作经验。在 2002 年成为美国
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之前，他曾任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2001 年至 2002
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秘书（1987 年至 2002 年）、货币事务部主任
（1987 年至 2001 年）以及货币和金融政策问题副主任（1983 年至 1987
年）。他还曾担任全球金融体系委员会（CGFS）主席，该委员会是中央银
行的一个专家组，负责监测和审查与金融市场和体系有关的广泛问题。
自 2011 年起，他成为了英格兰银行金融政策委员会的外部委员。
金融政策委员会的职责是识别英国金融体系面临的风险，并采取措施保护
这一系统以及增强这一系统的应变力。
科恩的著述广泛涉及与货币政策和美联储执行货币政策有关的问
题，以及与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慎政策有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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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maso Mancini-Griffoli 是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
市场部的一位副处长，负责货币政策方面的工作。他
针对非常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溢出效应、汇率制度
和货币政策框架演变的相关问题向国家当局提供建
议，并广泛发表了著作。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
Mancini-Griffoli 先生是瑞士国家银行研究和货币
政策处的高级经济学家，负责向理事会提供关于季度
货币政策决定的建议。Mancini-Griffoli 先生早些
年在私人部门工作，曾经就职于高盛投资公司、波士顿咨询公司以及硅谷
的技术创业公司。Mancini-Griffoli 先生拥有日内瓦国际研究所的博士学
位。

Erlend W. Nier 是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货币与
宏观审慎政策处副处长。在任职期间，Erlend Nier
负责宏观审慎政策和金融稳定、货币政策与外汇框架
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管理领域出现的相关政策问题。
Erlend 一直以来领导着基金组织宏观审慎政策领域的
政策制定工作，他同时也是基金组织关于这一专题的
若干政策文件的主要作者，这些文件包括：基金组织
的宏观审慎政策的主要方面、随后的工作人员指导说明以及最近的“基金
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清算银行有效宏观审慎政策要素”。他开展的
国家工作包括韩国和土耳其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与欧元区和波兰的第四
条磋商以及关于宏观审慎政策的技术援助代表团。
在 2008 年加入基金组织之前，Erlend 曾任英格兰银行金融稳定理
事会的研究经理一职。Erlend Nier 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任志清（Markus Rodlauer）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基金组织）亚洲及太平洋部（亚太部）副主任。
除了其他领导职责之外，他指导基金组织中国组的
工作，该工作组近年来承担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第四条年度磋商工作。罗德劳尔博士之前在基金组
织的职务包括：人力资源部副主任，西半球部副主
任，担任亚洲、欧洲和南美洲一些国家代表团团长
以及基金组织波兰和菲律宾代表处常驻代表。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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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基金组织之前，罗德劳尔博士曾在奥地利外交部工作。在学术背景方
面，他曾获得法律、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多个学位。

Daranee Saeju 现任泰国银行金融机构战略部资深
主任，负责监督金融稳定评估和宏观审慎政策制定
工作，指导实施“央行的金融部门总体规划”，该
计划包括金融发展路线图和金融自由化计划以及以
及东盟银行业一体化。作为一名中央银行家，Saeju
女士有着 17 年的丰富工作经验，不论是作为政策方
面的经济学家还是作为执行领域的实践者。她在货
币政策实施、外汇干预政策、资本账户政策和汇兑
管理监管、市场发展、中央银行行为以及资产负债表问题领域有着广泛的
经验。她最近还在监管政策部工作，主要职责包括制定针对银行的审慎政
策和监管，涉及信贷、流动性、市场、经营、风险以及巴塞尔协议 III 资
本监管规定的实施和其他监管改革。她代表泰国银行参加巴塞尔委员会几
个工作组的工作。2009-2011 年，她被借调到基金组织的货币和资本市场
部，作为货币和外汇业务和市场发展领域的专家参与技术援助和第四条磋
商代表团的工作。
Saeju 女士拥有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及英国伦
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学士学位。

拉特纳·萨哈耶（Ratna Sahay）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她于 1989
年加入基金组织，之后曾在八个部门工作。在基金组
织工作期间，她带领代表团访问若干新兴市场和低收
入国家，进行监督和规划工作。她牵头撰写了一些分
析性项目和政策文章，并在各种论坛代表基金组织。
她曾担任斯坦利·费希尔（第一副总裁）和迈克
尔·穆沙与肯尼斯·罗格夫（均为基金组织经济顾
问）的顾问。
在加入基金组织之前，她曾在德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
执教，拥有纽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她曾发表大量文章，内容涉及金融市场溢出效应、金融危机、通货
膨胀、经济增长、财政政策、债务可持续性、转轨经济体、非常规货币政
策和全球溢出效应、金融深化和普惠金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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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睿德（Alfred Schipke）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
华首席代表。在此职位上,他负责提供政策建议,领导
代表处的分析工作,与学术界、智库和媒体交流，并
协调基金组织在中国的培训和技术援助。此前，他曾
任基金组织亚太部第三处处长，主要负责协调东南亚
高增长的低收入国家（前沿经济体）的工作并领导越
南工作组。他还曾任基金组织西半球部拉丁加勒比处
及东加勒比货币联盟处处长。此外，他还在哈佛大学
肯尼迪学院教授国际贸易与金融，并编撰了大量书籍和论文。他主要致力
于研究经济一体化以及宏观经济和金融的关系。

马克·索贝尔（Mark Sobel）现任基金组织美国代
表，负责协助提出和阐明美国对重大的全球和国家经
济发展、基金组织规划国家以及基金组织一般经济和
金融政策的看法。自 2000 年起，他担任美国财政部
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政策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在任职
期间，索贝尔先生领导财政部工作人员就一系列问题
为财政部高级官员提供咨询，这些问题包括：协调美
国财政部参与七国集团/20 国集团会议，包括作为美
国代表及谈判代表参与国际会议；监督美国在基金组织对金融和体制政策
的立场；除了监督财政部《外汇报告》的撰写工作以外，对全球经济和美
国国际收支发展情况作出分析；管理外汇稳定基金；制定外汇政策；以及
拟订国际银行和证券市场政策。在后一方面，他监督了美国与欧洲联盟委
员会和欧洲监管局在“金融市场和监管对话”（这一对话是他与欧盟官员
共同建立的）框架内开展的技术层面的讨论，并领导了财政部关于成立金
融稳定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他还主持了国际主权债专家圆桌会议，这一会
议最终创设了主权债中强化的集体行动条款。在 2001 年至 2009 年的过渡
时期，包括在 20 国集团 2009 年 4 月的伦敦经济峰会期间，他担任了国际
事务代理负责人。
索贝尔先生在美国财政部任职超过三十年。在 2000 年成为副助理
部长之前，他曾供职于基金组织美国办公室，并曾担任美国财政部国际货
币政策和转型经济办公室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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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斯潘塞（Michael Spencer）现任德意志银
行经济学研究部全球负责人，亚太地区研究部主管
兼首席经济学家。他负责管理著银行在全球所有的
经济学家、监督亚太地区银行的股票、固定收益、
信贷、外汇和经济学研究。
迈克尔是全球研究执行委员会和全球市场亚太区执
行委员会的成员。
在 1997 年加入德意志银行之前，迈克尔任基金组织研究部高级经
济学家，该研究部引导基金组织监督所有成员国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稳
健性。
迈克尔拥有加拿大皇后大学的博士学位和荣誉学士学位，以及多伦
多大学硕士学位，并在学术和政策领域发表了许多关于金融经济学的文
章。

劳伦斯·H.·萨默斯（Lawrence H. Summers）是哈
佛大学查尔斯·W. 艾略特大学教授暨荣誉校长。过
去二十年间，他曾在华盛顿特区担任多个高级政策职
务，包括克林顿总统任期内第 71 任美国财政部长、
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以及世
界银行主管发展经济学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
他于 1975 年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理学学士学位，并
于 1982 年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3 年，他成
为哈佛大学近代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1987 年，萨默斯先生成为史
上第一个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年度艾伦·T. 沃特曼奖的社会
科学家；1993 年，他荣获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两年一度颁发，旨在
表彰美国 40 岁以下的杰出经济学家）。
他目前担任哈佛大学查尔斯·W. 艾略特大学教授，以及哈佛大学
肯尼迪学院穆萨瓦-拉赫玛尼商业与政府中心 Weil 主任。他与妻子 Elisa
New（哈佛大学英语教授）以及六个子女现居住在布鲁克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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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伦·M.·泰勒（Alan M. Taylor）是加利福尼亚大
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与金融学教授。
他曾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修读数学，并获得了哈佛
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跨越若干领域，包
括国际经济、金融、增长、发展和经济史。
他是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名助理
研究员，也是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2004 年，他获得了约
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奖。2009 年至 2010 年，他被任命为英格兰
银行的霍布伦-诺曼/乔治研究员。
他发表了大量经济学刊物文章、政策和评论文章、论文集和下列书
作：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危机和增长》
（与 Maurice Obstfeld 合著），以及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紧紧锚
定：阿根廷货币局以及寻求宏观经济稳定，1880 年至 1935 年》（与
Gerardo della Paolera 合著）。
他一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洲开发银行、欧洲中央
银行、国际清算银行、诸多联邦储备银行，以及英国、法国、荷兰、意大
利、奥地利、韩国、克罗地亚和阿根廷中央银行等众多公共部门组织的访
问者/顾问/演讲人。在私营部门，他担任摩根士丹利的高级顾问，并出任
多家资产管理公司的访问者/顾问/演讲人。

罗德里戈·贝尔加拉（Rodrigo Vergara）现任智利
公共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经济学家。2011 年至 2016
年，他任智利中央银行行长，2009 年 12 月被任命担
任智利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贝尔加拉先生于 1985
年毕业于智利大学经济学系。1991 年获得哈佛大学
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5 年至 1995 年，他在智利中央银行工作，1992
年升任首席经济学家。1995 年，他加入公共研究中心（智利的一个独立智
库），任宏观经济部的协调人。从 2013 年到被任命为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
之前，贝尔加拉先生任 Católica 大学经济学系教授。他还是几家公司的经
济顾问和董事会成员。
贝尔加拉先生曾任拉丁美洲、东欧、亚洲和非洲几个国家中央银行
和政府的经济顾问，并曾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泛美开发银行
和联合国的外部顾问。他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许多文章，并编辑了几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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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杭德罗·维尔纳（Alejandro Werner）于 2013 年
1 月出任基金组织西半球部主任。维尔纳先生是墨西
哥公民，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以及学术界都有杰出的职
业生涯，并发表过许多著作。2006 年至 2010 年，他
担任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副部长，2011 年至 2012
年，任 BBVA-Bancomer 公司和投资银行部负责人。之
前，他任墨西哥银行经济研究部主任，还曾在墨西哥
自治理工大学（ITAM）、西班牙企业学院和耶鲁大学
担任教授。2007 年，维尔纳先生当选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青年领袖。1994
年，他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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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ards less FX intervention
߿ቁཆ≷ᒢ亴
MA Jun ˄傜傿˅
Chief Economist
Research Bureau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April 2017

1

Content ˄ᨀ㾱˅
1. Excessive FX intervention may worsen exchange
rate expectations ˄ሩཆ≷ᒢ亴䗷ᓖਟ㜭ሬ㠤
≷⦷亴ᵏᚦॆ˅
2. Capital control is less effective than it appears
˄䍴ᵜ㇑ࡦⲴ᭸᷌ਟ㜭∄ᜣ䊑Ⲵᐞ˅
3. Growing “social acceptance” for exchange rate
volatility allows reduction in FX intervention
˄⽮Պሩ≷⦷⌒ࣘⲴ᧕ਇ〻ᓖᐢ㓿䙀↕ᨀ儈ˈ
Ѫ߿ቁᒢ亴ᨀҶオ䰤˅
4. Conclusion: boost inflows, reduce FX
intervention, increase ER flexibility ˄㔃䇪˖ᢙ
⍱ޕǃ߿ቁཆ≷ᒢ亴ǃ࣐≷⦷ᕩᙗ˅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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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ention may not affect ER
expectations in a desirable way
˄ཆ≷ᒢ亴Ⲵ᭸᷌ਟ㜭∄亴ᵏⲴᐞ˅
1. Miyajima and Motoro (2013, BIS paper No
73):

If b is positive, and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it
indicates a positive impact on FX intervention
(I) on exchange rate expectation (i.e., FX
purchase improves expectation of
appreciation).
3

Empirical results: Intervention may
affect ER expectations in a wrong way
˄ᇎ䇱㔃᷌˖ᒢ亴ਟ㜭֯≷⦷亴ᵏᚦॆ˅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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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mpirical model with China data
delivers similar results (ᡁԜ⭘ѝഭᮠᦞ
Ⲵഎᖂᗇࠪ㊫լ㔃䇪˅
2010.01-2017.03

ཆ≷ᒢ亴

1
-0.19**
(-3.37)

࡙ᐞ
US INDEX

2
-0.108**
(-2.01)
-0.16
(-1.82)
0.38
(5.50)

㛑⾘᭦⳺⦷

Adj R-squared

0.135

0.396

3
-0.182***
(-3.22)

-0.022
(-1.61)

4
-0.10*
(-1.80)
-0.18
(-2.0)
0.36
(5.41)
-0.02
(-1.63)

0.161

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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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Ma Jun and Jia Yandong (2017)

5

Reason: intervention leads to
erosion in FX reserves, which
could worsen ER expectation ˄
ഐ˖ᒢ亴ሬ㠤༷ۘл䱽ˈӾ㘼ᚦॆ亴
ᵏ˅
This relationship may be non-linear: when reserve level
gets closer to a psychological threshold, the change in
reserves has a bigger impact on expectations. ˄༷ۘਈ
ॆо亴ᵏਈॆⲴޣ㌫ਟ㜭ᱟ䶎㓯ᙗ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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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control is less effective
than it appears even in short term
˄䍴ᵜ㇑ࡦⲴ᭸᷌∄ᝏ㿹Ⲵᐞ˅
When capital control is imposed on currency conversion
and cross-border FX flows, the cross-border RMB flows
could increase as a way to by-pass the control.
Therefore, capital control would be less effective than it
appears even in the short term. ˄᧗ࡦҶᦒ≷઼ཆ≷⍱
ࠪˈਟ㜭ሬ㠤ᴤཊⲴӪ≁ᐱ⍱ࠪࡠຳཆᦒ≷˅

7

Capital control tends to worsen ER
expectation, thereby worsening BOP over
longer term ˄ሩᵚᶕ䍴ᵜ㇑ࡦਟ㜭࣐ᕪⲴ亴ᵏ
Պ߿ቁ䍴ᵜ⍱˅ޕ
In my roadshow meetings on “Opening of the China Bond
Market” with nearly 1800 global investors, in at least 50% of
these meetings I was asked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China
would impose stricter capital controls.

Investor calculation of expected return = [10%] probability of
capital control * 100% loss in principal + 1% return after FX
hedging = [-9%] return
Only if the perceived probability of capital control is less than
1%, would investors be willing to consider investing in China.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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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control on outflows can
undermine a country’s credibility for a
long time,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reverse ˄ሩ䍴ᵜ⍱ࠪⲴ㇑ࡦਟ㜭ሬ㠤ሩഭ
ᇦؑ䂹Ⲵ䮯ᵏᦏᇣ˅
Unlike capital controls on inflow, which only restrict
investor access to a market before they begin to invest,
sudden capital controls on outflows are considered as a
renege on previous promise, as funds are already in the
country. Its damage to a country’s reputation is much
more serious than ex ante controls on inflows.

9

Growing social/market acceptance for
FX volatility, paving the way for
reduced intervention ˄⽮Պሩ≷⦷ৼੁ
⌒ࣘ᧕ਇᓖᐢ᰾ᱮᨀ儈ˈᐢѪཞ㹼߿ቁᒢ
亴ᨀҶオ䰤˅
Two years ago, a 0.5% move in CNY/USD rate makes
headlines. It is not longer the case.
The annualized daily volatility of CNY/USD is now close to
5%, up significantly from only 2% about two years ag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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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1: Devoting more
resources to removing barriers to
inflows (i.e. CIBM market) than to
controlling outflows ˄ᔪ䇞1˖ሶཆ≷ᐕ
䟽⛩Ӿ䲀⍱ࠪ䖜ੁᢙ⍱࣐ˈޕᘛ٪ࡨᐲ
൪ᔰ᭮↕Հ˅
Once China bonds are included in major global bond
indices, there would be USD700bn passive inflows to
China in the following five years. Need to speed up the
reform to improve market access, including streamlining
the CIBM account opening process, launching the bond
connect program, permitting foreign investors to use
ISDA and to access repo, etc.
11

Suggestion #2: At policy making
level, better understanding the
increased social/market
acceptance for two-way ER
volatility ˄ᔪ䇞2˖⨶࠶ݵ䀓↓൘ᕪ
ॆⲴ⽮Պ/ᐲ൪ሩ≷⦷ৼੁ⌒ࣘⲴ᧕ਇ
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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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ggestion #3: Reducing FX
intervention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ᔪ䇞3˖䚥ᗚĀਚᣁࡦ⸝
ᵏ䗷ᓖ⌒ࣘāⲴᒢ亴ࡉˈ ߿ቁᒢ
The
principle for intervention should be to smooth out
亴˅
excessive short term volatility, rather than resisting long
term trends. I.e., avoiding “too much” intervention for
“too long”.

13

Suggestion #4: More aggressively
addressing macro/structural
vulnerabilities, such as leverage,
SOE, property bubbles, etc., as the
on-going cyclical recovery
provides a rare opportunity (ᔪ䇞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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߂ם३چӗࣤࡍشଋࡦچԈͧ壝६ؔۅչࡍי֑ݷ١֫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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߂ם३چӗࣀॳصङٱם帛қͧ壝६ؔۅͺфિ❔੮ځݼ
չࡍי୪ͺହҲ୍֮ך੫/ࡶԈۅবঢ়ͨ

•

էࡋСۅӏӠٵ६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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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йઁөङҟࡣͧւѰࡁоչւͨ
• Лۅޞҟࡣ

•

֨ࡶثځӟͮ帛қԹԃͫޞથ֪Ԛֺםࡺѽӟ։ڪڪࡍיՈзүҸճ
ङׂйઁөङҟ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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ଥޢङઁөՕљӗૹыћثљЈङܛ㓟ٴࡍיՕਈثପ剱ऩ߶/ପ剱
ऩ߶֪ѹङ܈મՇӟࢌ࢈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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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ө vs. 憻ࣲהە
• ԯߊ vs. ݊ߊͮ੨ࣿф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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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ଥ ޢvs. ॢ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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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Exchange Intervention Frameworks and Main Instruments and Gross Sales and
Purchases
Country
Brazil
Chile
Colombi
Mexico
Peru

1. Intervention Frameworks
Rules vs. Discretion
Spot vs. Swaps/Derivatives
Rules
Discretion
Spot
Swaps/Derivative
√
√
√
√
√
√
√
√
√
√
√
√
√
√
√
√
√
2. Gross Sales and Purchases (Billions of U.S. dollars)
Gross Foreign Exchange Sales
Gross Foreign Exchange Purchases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Brazil
0
Chile
0
Colombia
0
Mexico
0
Peru
0.04

6.7
0
0
0
10.3

26.2 130.4 153.3 122.6
0
0
0
0
0
0
0
0
0.7
0
0.2 24.5
2.9 10.5 16.9 22.2

42.0
0
3.1
20.6
9.2

66.4
12.0
3.7
23.2
10.3

30.4
0
4.8
16.9
13.0

Sources: National authorities.
Note: Gross sales and purchases include spot transactions and swap contracts.

Ԯޫ
ޕӮ

ऱஸ

“Մզ”

16.8
0
4.1
14.3
6.3

8.3
0
0
2.8
8.7
11

Ө

ցѯࠢн
ٝੋ
ੋց

5.5
0
6.8
17.3
6.3

ޫܫ/
࣏уռ

111

• ٞҸճૄޙ٠݊ߊ
• 2013ٶ8߃Ҹճޙ੧ӟ։5ь২ҫङ݊ߊсͫޣՐיյм੧ӟ։

10ь২ҫङԯߊсͫޣफӱ2013ٶ12߃ͧڂեͨߊڍ

• ւӟ։ߚޗͧࡍיўׂ۪йџࠀ֜ͨ

• 2014ٶ12߃Ҹճߧײԥޙ帛қچٱଋ1.5% ͫԯ੧ӟ։2ь২ҫङ

ԯߊсͧޣପଋљ߂Ѻџࠀ੧ܠࡍיԦङۼڔސ੧ͨ

• 2015ٶ7߃ҸճܠޙԦ2ь২ҫͧफӱ2015ٶ9߃ͫڂեͨߊڍͺ2017

ٶ2߃Ҹճ߂200ь২ҫङ݊ߊ

• ւѰࡁоׂйџࠀ֜ङࡍיӟ։
• 2015ٶ10߃Ҹճӟ։5ь২ҫͫ֜ީ20֮ٵמ१Ԉࡍࣤ帛қ7%ͧर

䃖ߊߓܠ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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ڦտ

AdlerոTovarͣ2014ͤٵ

શ֡
֨ثGDPИԩࡁ0.1ङࡍי੧ٴͫਈߎر٠ԟқङବچѺ0.3%澞

Adler澝BlanchardոCarvalhoͣ2015ͤٵ

֨ثGDPИԩࡁ0.25%ङࡍי੧ٴͫਈرԟқߧݼѺ1.5%澞

Adler澝LisackոManoͣ2015ͤٵ

֨ثGDPИԩ1Зघӣࢵङࡍי੧ٴͫਈ҅դУչؘஎࡍࣤӣӰ帛қ1.7%ਙ2.0%չ1.4%ਙ1.7%澞

Daude澝Levy-YeyatiոNagengastͣ2014 ͤٵԆ1%ङٴࡍיͫؼਈ҅ߎ٠帛қ0.18%澞
Barrosoͣ2014ͤٵ
Chamon澝GarciaոSousaͣ2015ͤٵ
KohlscheenոAndradeͣ2014ͤٵ
Saborowskiͣ2016ͤٵ

ٝੋ
੧б10ь২ҫङٴ=> 0.45–1.18%ङ帛қ澞੧ӟ։10ь২ҫङٴ=> 0.46–0.66%ङԟқ澞ٵ
֮ߎ٠٠қݷՊ0.5%

Tahuͣ2014ͤٵ

2013ٶҸճ݊ߊઋӦФեͫԟқچٱଋ10%
ӟ։10ь২ҫङࡍיਈ҅ࡍࣤԟқ0.29%
10ь২ҫङٴࡍיਈ҅ࡍࣤݷՊ1%
ऱஸ
ӟ։ࡍיਈ߄ݼӗࡦصԈչ帛қ澞৲бݼޗࡍי澞

DomacոMendozaͣ2004ͤٵ
Chamonͣ2015ͤٵ

ੋց
ӟ։1ь২ҫࡍיФР҅ࡁফԟқ0.08%澞
2015ٶҸճٴࡍיФեͫԟқچٱО2.5%澞

Kamilͣ2008ͤٵ

ցѯࠢн
֨ૄߠء٠ݺঌյߊӄͫб1. 3ь২ҫࡍיФР҅ࡁফ帛қ1%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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ཡ㺑ᓖᢙབྷ
• ѫ㾱㓿⍾փⲴ㓿ᑨ䍖ᡧཡ㺑൘2006-2008ᒤ䗮ࡠᴰ
ѕ䟽〻ᓖǄ
• 2009ᒤˈཡ㺑㕙ሿˈѻਾӄᒤ؍ᤱ൘䖳Ѫ઼Ⲵ
≤ᒣ˄նཡ㺑〻ᓖᒦ䶎ᖸվ˅Ǆ
• ⴞࡽˈཡ㺑ᓖᢙབྷˈնѝഭнᱟѫ㾱傡ࣘഐ㍐Ǆ
•

⅗ݳ४Ⲵ亪ᐞ઼㖾ഭⲴ䘶ᐞ䎧ѫሬ⭘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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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and Haver Analytics for 2016 observation.

ཡ㺑ᱟањ䟽㾱䰞仈
• ཡ㺑∄≷⦷⌒ࣘᴤѪ䟽㾱Ǆ
• нਟᤱ㔝ⲴُⅮ઼䍧Ⅾሬ㠤Ⰻ㤖Ⲵ䈳ᮤǄ
• ؍ᣔѫѹⲴေ㛱൘ᴤབྷ〻ᓖкᱟ⭡ཡ㺑㘼нᱟ
≷⦷ᕅ䎧ⲴǄ
• ཆ≷ᒢ亴㜭ሩཡ㺑ӗ⭏ᕪᴹ࣋Ⲵᖡ૽ˈަ⭘
ᰦ┎н䮯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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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ㆆ⮕
Williamson˄2007ᒤ˅

ཆ≷ᒢ亴ԕᵚᶕ1-2ᒤⲴ㓿ᑨ䍖ᡧ亴ᵏᐞ仍ѪⴞḷǄ
ྲ᷌㓿ᑨ䍖ᡧ亪ᐞ儈ҾGDPⲴ3%ˈн䍝Ҡཆ≷Ǆ
ྲ᷌㓿ᑨ䍖ᡧ䘶ᐞվҾGDPⲴ3%ˈнࠪཆ≷Ǆ
ྲ᷌㓿ᑨ䍖ᡧ亪ᐞ˄CA>0˅ˈ啃࣡ࠪཆ≷˗
ྲ᷌㓿ᑨ䍖ᡧ䘶ᐞ˄CA<0˅ˈ啃࣡䍝Ҡཆ≷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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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ഭⲴᴰվݵ䏣༷ۘ
• ѝഭⲴཆ≷༷ۘӽ䘌䘌䎵䗷༷ۘݵ䏣ḷ߶৲➗≤
ᒣǄ
• ส䠁㓴㓷ᯠⲴ༷ۘ㺑䟿ḷ߶ሩ⎞ࣘ≷⦷ࡦᓖлⲴ
䍗ᐱᓄ䟿䍻Ҹ䗷儈ᵳ䟽Ǆ
• 1зӯ㖾ݳᱟѝഭཆ≷༷ۘⲴਸ⨶ᴰվ≤ᒣ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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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IMF Balance of Payments database and World Bank External Debt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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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䊣⹊㬶㧌⡩᷉DTI᷊ᷛ⤜⭤⧍⺞50%



2015㛋䄵㎕ㅌ㶃〄㒘Ⱀ㾵⼮㌈㈔䓫㆑㒘Ⱀ㚪㧌㑬⽋㪔㪘㏎ⳗ⨌᷉䑘䄋䎌
ⰵ䓫⡟㒘Ⱀ⼮㶃〄㬱⧂䐱⭥ゴⶽⶬ㾱㸋᷊
 䊻㦌⺛㬖㬊㦌㋻㈗㌈㈔㦻䓫⽋㪔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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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Important Disclosures
*Other information available upon request
Prices are current as of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trading session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and are sourced from local exchanges via Reuters,
Bloomberg and other vendors . Other information is sourced from Deutsche Bank, subject companies, and other sources. For disclosures
pertaining to recommendations or estimates made on securities other than the primary subject of this research, please see the most recently
published company report or visit our global disclosure look-up page on our website at http://gm.db.com/ger/disclosure/DisclosureDirectory.eqsr.
Aside from within this report, important conflict disclosures can also be found at https://gm.db.com/equities under the “Disclosures Lookup” and
“Legal” tabs. Investors are strongly encouraged to review this information before investing.

Analyst Certification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accurately reflect the personal views of the undersigned lead analyst about the
subject issuers and the securities of those issuers. In addition, the undersigned lead analyst has not and will not
receive any compensation for providing a specific recommendation or view in this report. Michael Spen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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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Information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in this report were prepared by Deutsche Bank AG or one of its affiliates (collectively "Deutsche Bank"). Though the information herein is believed to be reliable and has been
obtained from public sources believed to be reliable, Deutsche Bank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as to its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If you use the services of Deutsche Bank in connection with a purchase or sale of a security that is discussed in this report, or is included or discussed in another communication (oral or written) from a
Deutsche Bank analyst, Deutsche Bank may act as principal for its own account or as agent for another person.
Deutsche Bank may consider this report in deciding to trade as principal. It may also engage in transactions, for its own account or with customers, in a manner inconsistent with the views taken in this
research report. Others within Deutsche Bank, including strategists, sales staff and other analysts, may take view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taken in this research report. Deutsche Bank issues a variety
of research products, including fundamental analysis, equity-linked analysis,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rade ideas. Recommendations contained in one type of communication may differ from
recommendations contained in others, whether as a result of differing time horizons, methodologies or otherwise. Deutsche Bank and/or its affiliates may also be holding debt or equity securities of the issuers
it writes on. Analysts are paid in part based on the profitability of Deutsche Bank AG and its affiliates, which includes investment banking, trading and principal trading revenues.
Opinions,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constitute the current judgment of the author as of the date of this report. They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opinions of Deutsche Bank and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Deutsche Bank provides liquidity for buyers and sellers of securities issued by the companies it covers. Deutsche Bank research analysts sometimes have shorter-term trade ideas that are consistent or
inconsistent with Deutsche Bank's existing longer term ratings. Trade ideas for equities can be found at the SOLAR link at http://gm.db.com. A SOLAR idea represents a high conviction belief by an analyst that
a stock will outperform or underperform the market and/or sector delineated over a time frame of no less than two weeks. In addition to SOLAR ideas, the analysts named in this report may from time to time
discuss with our clients, Deutsche Bank salespersons and Deutsche Bank traders, trading strategies or ideas that reference catalysts or events that may have a near-term or medium-term impact on the market
price of the securities discussed in this report, which impact may be directionally counter to the analysts' current 12-month view of total return or investment return as described herein. Deutsche Bank has no
obligation to update, modify or amend this report or to otherwise notify a recipient thereof if any opinion, forecast or estimate contained herein changes or subsequently becomes inaccurate. Coverage and the
frequency of changes in market conditions and in both general and company specific economic prospects make it difficult to update research at defined intervals. Updates are at the sole discretion of the
coverage analyst concerned or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Management and as such the majority of reports are published at irregular intervals. This report is provided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nd
does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particular investment objectives, financial situations, or needs of individual clients. It is not an offer or a solicitation of an offer to buy or sell any financial instruments or to
participate in any particular trading strategy. Target prices are inherently imprecise and a product of the analyst’s judgment.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scussed in this report may not be suitable for all
investors and investors must make their own informed investment decisions. Prices and availability of financial instrument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investment transactions can lead to losses
as a result of price fluctuations and other factors. If a financial instrument is denominated in a currency other than an investor's currency, a change in exchange rates may adversely affect the
investment. Past performance is not necessarily indicative of future results. Unless otherwise indicated, prices are current as of the end of the previous trading session, and are sourced from local exchanges
via Reuters, Bloomberg and other vendors. Data is sourced from Deutsche Bank, subject companies, and in some cases, other parties.
The Deutsche Bank Research Department is independent of other business areas divisions of the Bank. Details regarding our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and information barriers we have to prevent and
avoid conflicts of interest with respect to our research is available on our website under Disclaimer found on the Legal tab.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often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risks associated with exposures to instruments that promise to pay fixed or variable interest rates. For an investor who is long fixed rate instruments
(thus receiving these cash flows), increases in interest rates naturally lift the discount factors applied to the expected cash flows and thus cause a loss. The longer the maturity of a certain cash flow and the
higher the move in the discount factor, the higher will be the loss. Upside surprises in inflation, fiscal funding needs, and FX depreciation rates are among the most common adverse macroeconomic shocks to
receivers. But counterparty exposure, issuer creditworthiness, client segmentation, regulation (including changes in assets holding limit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investors), changes in tax policies, currency
convertibility (which may constrain currency conversion, repatriation of profits and/or the liquidation of positions), and settlement issues related to local clearing houses are also important risk factors to be
considered. The sensitivity of fixed income instruments to macroeconomic shocks may be mitigated by indexing the contracted cash flows to inflation, to FX depreciation, or to specified interest rates – these
are common in emerging markets. It is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index fixings may -- by construction -- lag or mis-measure the actual move in the underlying variables they are intended to track. The choice of
the proper fixing (or metric)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swaps markets, where floating coupon rates (i.e., coupons indexed to a typically short-dated interest rate reference index) are exchanged for fixed
coupon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acknowledge that funding in a currency that differs from the currency in which coupons are denominated carries FX risk. Naturally, options on swaps (swaptions) also bear the
risks typical to options in addition to the risks related to rates movements.
Derivative transactions involve numerous risks including, among others, market, counterparty default and illiquidity risk. The appropriateness or otherwise of these products for use by investors is dependent
on the investors' own circumstances including their tax position, their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nd the nature of their other assets and liabilities, and as such, investors should take expert legal and financial
advice before entering into any transaction similar to or inspired by the contents of this publication. The risk of loss in futures trading and options, foreign or domestic, can be substantial. As a result of the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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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ᚆȽ≽⦽䎻䈹ૂᘝφ
≽⦽ᓜ㜳ੜᇔ⧦
亰䖢ශϋ
㕠ᔬӤ
⹊ガѱ㇗
ཌ㇗ቶѣཤཌ≽ѐࣗѣᗹ
䘏䠂ᡶ䘦Ⲻᡶᴿ㿸⛯ൽѰѠӰ㿸⛯θެужᇐਃ᱖ཌ㇗
ቶᡌӰ≇䬬㺂Ⲻ㿸⛯Ⱦ

2017.4.18

ᆼᐉ

⹊ガ㔉䇰
 䪿օ≽⦽Ⲻ䘶࠰䗽ぁਥ㜳㙍ᰬᖾ䮵θռਥᒩどᇔ⧦
¾ 䗽ਥ㜳䴶㾷ᖾ䮵ᰬ䰪θռужᇐՐਇ⭕ধᵰχ
¾ 䙆↛ᴿᓅ䘶࠰ⲺᡆׁࣕݾφᲰȽ⌘ަȽԛ㢨ࡍㅿχ
¾ 䘇ᵕᡆࣕṾׁφদᓜȽ᯦ࣖㅿȾ

 ഖ㍖ᱥᇔ⧦≽⦽ᓜᒩど䖢ශⲺะ⸩
¾
¾
¾
¾

ཌٰቇθъ䍝ᐷ䭏䞃ቅχ
ᇅ㿸㔅⎄ṼᷬⲺж㠪ᙝχ
ݻ䏩Ⲻཌ≽۞༽χ
ᡶᴿਥ⭞ᐛޭⲺ⚫⍱ֵ⭞Ⱦ

 ѣളղ҄ᴿᶗԬ䙆↛ᇔ⧦亰䗽
¾ ć䀈⛯䀙Ĉ䘎ᱥć䜞䀙Ĉϋ

 䖢ශ䇞䇰ᱥ᭵ㆌ䘿
¾ ⸣ᵕⵁθᱥ≽⦽֒Ѱć䍺ӝԭṲĈ䘎ᱥćሯԭṲĈҁ䰪Ⲻᵹ㺗χ
¾ 䮵ᵕⵁθᱥᇅ㿸㔅⎄᭵ㆌṼᷬ䰪Ⲻᵹ㺗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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Ӱ≇ᐷ≽⦽ᓜ䖢ශφ㜳ੜᒩ㕉ᇔ⧦ϋ


䎭⛯φ2005ᒪ7ᴾθӰ≇ᐷф㗄ݹ㝧䫟Ƚᕋޛ৸㘹㈤ᆆ



ⴤࢃφᴿ㇗⨼Ⲻ⎤ࣞ≽⦽θѣ䰪ԭ⭧ćҁࢃ᭬ⴎԭ+ж㈤ᆆ䍝ᐷ䎦ࣵĈߩᇐ



ⴤḽφ㠠⭧⎤ࣞ

3

≽⦽ᓜѰ䖢ශϋ
 ള≽⦽ᓜခ㓾൞ौ
¾
¾
¾

≽⦽ᓜⲺᒩൽᆎ㔣ᰬ䰪ቇӄ10ᒪχ
ᴶՎ≽⦽ᓜⲺ䘿θ䴶㾷൞どᇐᙝф⚫⍱ᙝ䰪࠰ڐᵹ㺗χ
ć⋗ᴿжଠ〃≽⦽ᓜ㜳൞ᡶᴿᰬ䰪ሯᡶᴿളᇬ䜳䘸⭞ȾĈδ Frankelθ1999ᒪε

 уੂളᇬȽуੂ䱬⇫䘸⭞уੂⲺᴶՎ≽⦽ᓜ
¾
¾

㿺⁗Ƚߨ࠱Ƚ়ਨ䜳ᴿᖧଃχ
໔䮵⁗ᕅҕᖾ䠃㾷φѣള⭧࠰ਙࣞੇ⎾䍯ࣞ䖢ශȾ

 ćThe hollowing out hypothesis Ĉδ Fischerθ2001ᒪχSummersθ1999ᒪεᒬᵠ࠰
⧦
¾

∊䎭20ь㓠ࡓθᴪཐളᇬ༺ӄѣ䰪փ㖤δቚެᱥᴿ㇗⨼Ⲻ⎤ࣞ≽⦽εȾ

≷⦷ᵪࡦⲴ䘹ᤙ࠶ᐳ˄1980ᒤ㠣2014ᒤ˅
100%
80%
60%
40%
20%
0%

Hard peg
Intermediate
Free floating
ᶕⓀ˖GhoshǃOstry઼Qureshi˄2014ᒤ˅ˈส䠁㓴㓷˄2014ᒤ˅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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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ᓜ䖢ශᴿཐ〃ᖘᕅ

 䜞࠼䖢ශᴶ㓾ᕋਇ䍝ᐷধᵰ
¾ ቚެᖉ䶘Ѫু࣑θъᕰ㺂䘶࠰䪿օ≽⦽ᰬȾ

 䜞࠼䖢ශҁࡓ࠰⧦䎻䈹θռ䳅ᇔ⧦Ҽ≽⦽どᇐ
 ਜᴿ䜞࠼᭯䶟ॷ࠼亰θ⭐㠩࠰⧦≽⦽ॽٲ
¾ ะ䠇㓺㓽δ2007ᒪεᕰ䈹ҼпѠ䙆↛ᴿᓅ䘶࠰䪿օ≽⦽Ⲻ㔅ޮṾׁȾ

5

⎤ࣞᚆ/䎻䈹φ䘶࠰䪿օ≽⦽᱉ᕋਇধᵰ
 䘶࠰䪿օ≽⦽θ䙐ᑮժ䳅≽⦽䗻䙕ъཝᑻ䍢ٲ
¾ 1992ᒪ㠩1993ᒪ⅝⍨䍝ᐷᓜধᵰδvs DMφ-10%εχ
¾ 1997ᒪ㠩1998ᒪӐ⍨ধᵰδIDR/USDφ-75%χTHB/USDφ-50%εȾ

 CalvoૂReinhartδ2002ᒪεᨆ࠰Ҽć⎤ࣞᚆĈ
¾ ć䛙ӑ㺞⽰ݷ䇮≽⦽⎤ࣞⲺളᇬཝཐ䜳⋗ᴿ䘏Ѿ——ڐሯ⎤ࣞ≽⦽Ⲻᚆղ҄Ფ䚃ᆎ൞ȾĈ

ᶕⓀ˖HaverǄ

ᶕⓀ˖Haver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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ռҕᴿᖾཐᡆࣕ䖢ශׁݾδ1εφᲰ
 ≽⦽ᓜ䖢ශՐᤷ㔣ཐᒪθ⭐㠩ᮦॷᒪ
 ᲰⲺ㔅়φะᵢᇔ⧦Ҽᴿᓅ䙆↛᭯䶟δ1984ᒪ㠩1999ᒪε
¾ ⡢㺂䪿օ≽⦽δ1982ᒪ9ᴾε-> ⡢㺂॰䰪≽⦽δ1984ᒪ8ᴾε->䙆↛ᢟཝ॰䰪->㠠⭧⎤
ࣞ≽⦽δ1999ᒪ9ᴾε

ᶕⓀ˖ส䠁㓴㓷˄2007ᒤ˅Ǆ

7

ռҕᴿᖾཐᡆࣕ䖢ශׁݾδ2εφԛ㢨ࡍૂ⌘ަ
 ެᆹׁᆆφԛ㢨ࡍδ1985ᒪ㠩2005ᒪεȽ⌘ަδ1999ᒪ㠩2000ᒪε

8
ᶕⓀ˖ส䠁㓴㓷˄2007ᒤ˅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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ഖ㍖ᱥᇔ⧦≽⦽ᓜᒩど䖢ශⲺะ⸩
 1εཌٰቇθᐷ〃䭏䞃䖹ቅθ䍺ᵢᨆࢃ㺂ࣞਥ㜳ᙝቅχ
 2εᇅ㿸㔅⎄Ṽᷬޭᴿж㠪ᙝθԛ᭥ᤷ≽⦽᭵ㆌχ
 3εᤛᴿݻ䏩ཌ≽۞༽θ㔪ᣚؗᗹᒬ൞䴶㾷ᰬ⭞ӄ䱨ডχ
 4ε⚫⍱ֵ⭞ᡶᴿਥ⭞ᐛޭθԛࠅ䖱䗽ᓜ⌘ࣞȾ
ᡶᴿ䘏ӑࣖ൞ж䎭φཌٰቇ+ ะᵢ䶘ど ڛ+ ۞༽ݻ䏩 + ㇗⨼㜳࣑θਥԛ⎾䲚ቴ䜞伄䲟θ
Ԅ㙂ֵ䙆↛亰䖢ශᡆѰਥ㜳Ⱦ

9

ཌٰૂᐷ〃䭏䞃ћ䠃ᑜᶛধᵰ
 ᖉжളཌٰ儎Էθᆎ൞ཝ䠅Ⲻ䍝ᐷᵕ䲆䭏䞃ᰬθシ❬䍺ᵢ⍷ࣞ䘼䖢ሼ䙐䗽䍺ӝ䍕
ٰ㺞᭾ᓊθᕋਇ≽⦽ཝᑻ䍢ٲδ䘏ᱥㅢпԙ䍝ᐷধᵰε
¾ 1994ᒪໞ㾵ଛ嗏㡂ަধᵰȽ1997ᒪӐ⍨ধᵰȽ1998ᒪ㖍ᯥঘᐹধᵰȽ2001ᒪ㠩2002ᒪ䱵
ṯᔭধᵰχ
¾ ć㖠ٽ䈪Ĉ——䠇㷃ᐸ൰уᇂՐ䱱↘жളԛᵢള䍝ᐷሯཌٕⅴθ⭐㠩Ր䱱↘ެ൞ള
䘑㺂䮵ᵕٕⅴȾ

ᶕⓀ˖HaverǄ

ᶕⓀ˖Haver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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ะᵢ䶘ᚬौਂ䎚ᆍᑜᶛধᵰ
 䍘᭵䎚ᆍφ≽⦽ᢵ䈰Ԛ᭵ᓒᖷ᭬䬮ᐷいⲺ㜳࣑с䲃
¾ ㅢжԙ䍝ᐷধᵰ⁗ශδKrugmanθ1979ᒪε——ᇅ㿸㔅⎄᭵ㆌуঅ䈹χ
¾ 2001ᒪ㠩2002ᒪ䱵ṯᔭধᵰφ䍘᭵䎚ᆍᚬौ㜂Ქсθᣋ䍺㘻ሯެ㔪ᤷ䪿օ≽⦽㜳࣑ཧৱ
ؗᗹȾ

 㔅ᑮ䍜ᡭ䘼ᐤφ䗽ᓜד䎌ཌ䜞㷃䍺Րᑜᶛ㜼ᕧᙝ
¾ 2001ᒪ㠩2002ᒪ䱵ṯᔭধᵰφ∊㍘ሯᐪ㾵䴭Ӑቊॽٲԛ䍮᱉Տժ䴶≸с䲃θᕋਇҼള䱻
᭬᭥ধᵰȾ

ᶕⓀ˖HaverǄ

ᶕⓀ˖HaverǄ

11

ཌ≽۞༽у䏩ᑜᶛধᵰ
 㾷ࠅ㕉≽⦽ু࣑θᰘਥࣖᚥθҕਥֵ⭞ཌ≽۞༽Ⱦ
¾ ཌ≽۞༽ਥਇᥛ㕉ߨ֒⭞θᓊሯᣋᵰᙝ᭱࠱χ
¾ ռἎᢁҁ༺൞ӄθу䇰ཌ≽۞༽㿺⁗ᴿཐཝθ䜳ᰖ⌋фཤ㺂㠠䓡Ⲻ䍺ӝ䍕ٰ㺞δM2ε
∊θഖ↚㔪ᤷؗᗹૂ⚫⍱ᙝੂㅿ䠃㾷Ⱦ

ᶕⓀ˖HaverǄ

ᶕⓀ˖Haver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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䍺ᵢ㇗ᑜᶛ⊗⛯θཐᮦߩㆌ㘻䚵⭞ֵރ
 ֵ⭞㇗᧠᯳ཐѰ㔓ᵑҁѴθъՐ㻡ᢉс✏দ
¾ ⭧ӄᗹᜯᙈᣋ䍺㘻θד䎌ཌ䜞㷃䍺Ⲻᔶ᭴㔅⎄։ሼެ㿼ѰуᗍᐨҁѴδྸൕ㙩ެεȾ

 IMFδ2012εѰֵ⭞䍺ᵢ⍷ࣞ㇗⨼᧠᯳δCFMsε᧠᯳ᔶҼ㔵⚥
¾ 䍺ᵢ⍷ࣞ㇗⨼᧠᯳㜳ཕ᭯䍺ᵢ⍷ࣞⲺᶺᡆδᴪཐⲺᣋ䍺θᴪቇⲺྍӚ᱉εχ

 䍺ᵢ⍷ࣞ㇗⨼ਠᱥᐛޭⲺж䜞࠼
¾ 䍺ᵢ⍷ࣞ㇗⨼фᇅ㿸ᇗង᧠᯳ҁ䰪Ⲻ䗯⮂⁗㌀θӈ䠃ਾχ
¾ ᐪ㾵φ2009ᒪ㠩2011ᒪᇔ᯳Ⲻ2%ᢎᇴいθѱ㾷䪾ሯྍӚ᱉䍺ᵢ⍷ࣞȾ

 䍺ᵢ⍷ࣞ㇗⨼ԃ❬ᆎ൞⊗᭾ᓊ
¾ ะ䠇ᨆ࠰ć䍺ᵢ⍷ࣞ㇗⨼Ĉ䘏жᵥ䈣θԛ⎾䲚䍺ᵢ㇗Ⲻ⊗᭾ᓊȾռ᭵ㆌᇐ㘻
ԃ❬䚵⭐⭞ֵރ㠩ᨆ䘏〃᧠᯳Ⱦ
¾ 䙐ᑮ䘏ᒬу⎿ᇔ᯦᯳Ⲻ㿺ࡏθ㙂ᱥᕰौ⧦ᴿ㿺ࡏȾ

13

൞ᇔ㺂ᇂࣞ⎤ޞҁࢃφᴿ⋗ᴿжѠѣ䰪൦ᑜϋ
䍗ᐱࡦᓖⲴ䘹ᤙˈ
䈖㓶࠶㊫ˈ2008ᒤ㠣2014ᒤ

 ć䀈⛯䀙Ĉ䘎ᱥć䜞䀙Ĉϋ
¾ ć䀈⛯䀙Ĉ䘸ਾ䜞࠼߫χ
¾ ᴿ⋗ᴿਥ㜳ঀどᇐঀ⤢ϋ
¾ п䳴ദູvs.њ䳴ദູϋδReyθ2013ᒪε

100%
90%
80%
70%

䍴ᵜ㇑ࡦ
ⴞḷ

60%

⢪⢢

50%
40%

䍗ᐱ⤜・ᙗ

≷⦷っᇊ

30%
20%

ѣ䰪൦ᑜφ䘏жᶗ
䗯рⲺḆѠփ㖤ϋ

10%
0%
2008

ޘ䶒䠁㶽аփॆ
ᆼ≷ࣘ⎞ޘ
⦷
ᶕⓀ˖Frankel˄1999ᒤ˅ǃYi઼Tang˄2000ᒤ˅Ǆ

䍗ᐱ㚄ⴏ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No separate legal tender

Currency board

Conventional peg

Stabilized arrangement

Crawling peg

Crawling-like arrangement

Horizontal band

Other managed arrangement

Floating

Free floating

ᶕⓀ˖ส䠁㓴㓷˄2014ᒤ˅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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䘇ᵕᡆࣕṾׁφ᯦ࣖⲺBBCᓜ
 ᯦ࣖBBCᓜ㔲ਾ㓩ޛҼ㈤ᆆȽ॰䰪ૂ⡢㺂Ⲻ䠃㾷⢯ᖷ
 BBCᓜсθ᯦ࣖݹᇔ⧦Ҽཐ䠃≽⦽ṗ↙φ㠠2013ᒪԛᶛθѿᴿ᭾≽⦽∅ᒪ
ॽٲ㓜1%θ㙂ሯ㗄ݹ䍢ٲ
 ᴿഖ㍖φᴿ䲆ཌٰθ䍘᭵ૂ㔅ᑮ䍜ᡭ⳾֏θཝ䠅Ⲻཌ≽۞༽ԛᇅ㿸ᇗង᭵ㆌ

䘶ᒿ

15
ᶕⓀ˖HaverǄ

ᶕⓀ˖HaverǄ

䘇ᵕᡆࣕṾׁφদᓜᴿ㇗⨼Ⲻ⎤ࣞ≽⦽
 2014ᒪ㠩2016ᒪᵕ䰪θদᓜঘ∊ሯ㗄ݹ
∅ᒪ䍢ٲ4%㠩5%θどᇐᙝ儎ӄެԌ᯦ު
ᐸ൰ളᇬ
 㠠2014ᒪԛᶛ〥ᶷഖ㍖Ѱঘ∊ᨆבҼ᭥ᤷφ

䘶ᒿ

¾ ᐷ〃ૂᵕ䲆䭏䞃ࠅቇχ
¾ 䍘᭵᮪亵ᤷ㔣䘑㺂θ㔅ᑮ䍜ᡭ䎚ᆍཝᑻࢀ
ࠅχ
¾ ཌ≽۞༽уᯣ໔ࣖχ
¾ ะᵢ䶘уᯣ᭯φ2016ᒪCPIѰ4.9%θ໔
䮵7.5%χ
¾ ᭵⋱どᇐȾ
ᶕⓀ˖Haver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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ᶕⓀ˖HaverǄ

ᶕⓀ˖Haver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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ԛ䘏亯ḽ㺗䠅θѣള߫ྸϋ
 ཌٰφքӄGDPⲺ15%θᐷ〃䭏䞃ᖾቇχ
 ะᵢ䶘φ㔅⎄↙൞᭴㕉θռ㔅ᑮ䍜ᡭԃѰ亰ᐤθ᭵ᓒٰࣗ䖹քχ
 ۞༽ݻ䏩ᙝφཝཐᮦḽᱴ⽰۞༽ݻ䏩χ
 զٲφ2005ᒪ㠩2014ᒪⲺঋੇॽٲᵕ䰪θӰ≇ᐷᆎ൞жᇐ䎻䈹χ
 ᐸ൰㔠ૂཤ㺂ؗ䂿φᴿ䳴ᓜθу䗽↙൞᭯Ⱦ

17

ѣളⲺཌٰሯ䖹ቇъڛᓭ
 ཌٰখGDP∊䠃ሯ䖹ք
¾ 2016ᒪѣളⲺཌٰਠখGDPⲺ11.5%θքӄެԌѱ㾷ളᇬȾ

 ᐷ〃䭏䞃ућ䠃
¾ 2016ᒪᵢᐷٰখཌٰᙱ仓Ⲻ34.3%χ
¾ Էѐٰࣗᐷ〃䭏䞃䳼ѣӄᡵ൦ӝԛ䠇ኔૂ⸵ѐ䜞䰞θ࠼ࡡѰ968ӵ㗄ૂݹ414ӵ㗄ݹ
δখԷѐཌٰᙱ仓Ⲻ20%εȾ
¾ ⎭ཌ䍺ӝⲺ໔ࣖ⺤ؓどᇐ㷃䍺ԛڵ䘎ཌٰȾ
ཆ٪ˋGDP˖ഭ䱵∄䖳˄ᡚ㠣2016ᒤᓅ˅)

ᶕⓀ˖ᆓᓖཆ٪㔏䇑ǃHaverǄ

Աъཆᐱཆ٪Ⲵ࠶ᐳ˖᤹㹼ъ࠶˄2015ᒤᓅ˅

ᶕⓀ˖Miao઼Rao˄2016ᒤ˅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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ᙱ։ٰࣗ≪ᒩ↙൞рॽռᐨ䟽ᓊሯ᧠᯳
 ѣളⲺᙱ։ٰࣗ䍕䖹儎θ䳼ѣӄ䶔䠇㷃Էѐ䜞䰞Ⱦ
¾
¾

ള䱻㇍䬬㺂〦θᡠ㠩2016ᒪㅢпᆙᓜᵡθѣള䶔䠇㷃䜞䰞Ⲻᵠٰࣗڵᙱ仓খGDPⲺ210%Ⱦ
䶔䠇㷃Էѐ䜞䰞φখGDPⲺ166%χᇬᓣૂ᭵ᓒ䜞䰞φ࠼ࡡখGDPⲺ43%ૂ46%Ⱦ

 㲳❬㔉ᶺᙝ㔅⎄᭯䶟ᱥѣള㔅⎄ѣ䮵ᵕৱᶖᵼौⲺީ䭤θռᱥ᭵ᓒᖉቶᐨ㔅䟽
Ҽ〃〃᧠᯳ሯԷѐⲺࡦᵕٰࣗҾԛᔬᵕᒬ䲃քᆹԢⲺ㷃䍺ᡆᵢȾ

ሩѝഭ䶎䠁㶽䜘䰘Ⲵؑ䍧ঐGDPⲴ%ˈ2006ᒤㅜа
ᆓᓖ㠣2016ᒤㅜйᆓᓖ

19

ള䱻᭬᭥ૂ䍘᭵⣬߫❬דどڛ
 ѣള↙༺ӄཌ䜞߃ᒩ㺗䘑ぁѣ
¾ 2014ᒪ㠩2015ᒪθ㔅ᑮ䍜ᡭ亰ᐤ൞3000ӵ㗄ݹрс⌘ࣞδGDPⲺ2.5-3.0%εχ
¾ Ԅѣ䮵ᵕⵁθᵃࣗ䘼ᐤᢟཝࣖ䙕ཌ䜞߃ᒩ㺗䘑ぁȾ

 ᴶ䘇ࠖᒪθ䍘᭵᭵ㆌᴪࣖ〥ᶷ
¾ ᙱ։䍘᭵䎚ᆍ㲳❬ж൞ᢟཝθռԃؓᤷ䖹ք≪ᒩχ
¾ ѣളⲺ䍘᭵䎚ᆍGDPখ∊Ԅ2014ᒪҁࢃⲺ㓜2%ᢟཝࡦ2016ᒪⲺ㓜4%Ⱦ

ѝഭⲴ㓿ᑨ䍖ᡧˈ2005ᒤㅜаᆓᓖ㠣2016ᒤㅜഋᆓ
ᓖ

ѝഭⲴ᭯ᓌ亴㇇։仍ˈ2005ᒤ㠣2016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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ཝཐᮦḽᱴ⽰۞༽ݻ䏩
 ṯᦤIMFḽδ2015εθ൞രᇐ≽⦽ᒬᇔ㺂䍺ᵢ㇗ᖘсθཌ≽۞༽㿺⁗Ⲻ
ਾᝅ㤹പᓊѰ1.8㠩2.7нӵ㗄ݹ
¾ ᰖ䍺ᵢ㇗ᖘсθཌ≽۞༽㿺⁗Ⲻਾᝅ㤹പ൞2.9㠩4.4нӵ㗄ݹҁ䰪Ⱦ

 㠠2017ᒪ1ᴾԛᶛθѣളⲺཌ≽۞༽どᇐ൞3.0нӵ㗄ݹᐜ
¾ ۞༽ૂ䍺ᵢ⍷ࣞ㇗⨼᧠᯳ਥԛӈᴵԙδIlzetzkiㅿθ2017ᒪε

༷ۘݵ䏣ᙗᤷḷ˄зӯ㖾ˈݳ2016ᒤㅜഋᆓᓖ˅
ᇎ㹼䍴ᵜ㇑ࡦ
ᶴᡀ

പᇊ

нᇎ㹼䍴ᵜ㇑ࡦ
⎞ࣘ

പᇊ

⎞ࣘ

ᵳ䟽

л䲀

ᵳ䟽

л䲀

ᵳ䟽

л䲀

ᵳ䟽

л䲀

⸝ᵏ٪࣑

1.00

30%

0.3

30%

0.3

30%

0.3

30%

0.3

ަԆ䍏٪

0.79

20%

0.2

15%

0.1

20%

0.2

15%

0.1

ࠪਓ

2.20

10%

0.2

5%

0.1

10%

0.2

5%

0.1

ᒯѹ䍗ᐱ

22.34

5%

1.1

2.5%

0.6

10%

2.2

5%

1.1

ᔪ䇞४䰤

1.8

1.1

2.9

1.6

2.7

1.6

4.4

2.5

ᶕⓀ˖ѝഭӪ≁䬦㹼ǃHaverԕ৺㘵Ⲵ䇑㇇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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Ӱ≇ᐷ㻡儎զҼ੍ϋ



2005ᒪ㠩2014ᒪθӰ≇ᐷᇔ䱻ᴿ᭾≽⦽ᒩ㕉ॽٲθ⏞ᑻѰ55%
⭕ӝ⦽䘑㺂䈹᮪θሯӄ᯦ުᐸ൰ެԌᐷ〃θӰ≇ᐷᒬᵠ䗽࠼儎զ

ѝഭⲴᇎ䱵ᴹ᭸≷⦷઼ѹᴹ᭸≷⦷˄2010ᒤ=100˅

CHN

⌞φᇔ䱻䍣Ҧ࣑ᒩԭ≽⦽= ѿ≽⦽/ GDP 䍣Ҧ࣑ᒩԭ䖢ौ⦽χ䍣Ҧ࣑ᒩԭ䖢ौ⦽φᖉࢃ∅жള䱻㗄Ⲻᦘއݹᵢള䍝ᐷᮦ
䠅χѿ≽⦽ะӄḽԭ⌋Ⱦ
ᶛⓆφHaver/ะ䠇㓺㓽/ь⮂䬬㺂ૂSAFE⹊ガθ৸ⵁBergૂMiaoδ2010ᒪε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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Ӱ≇ᐷ≽⦽ᓜ⋕䙐φӁᇔф䘭ᙓ
 Ӂᇔ1φ䖢ශ䇞䇰ᱥᓜ䘿θ㙂䶔≽⦽≪ᒩ
¾ ᖾཐ䇞䇰䭏䈥൦ሼ䠃⛯᭴൞䘿ਾ⨼ⲺӰ≇ᐷ≽⦽≪ᒩрȾ

 Ӂᇔ2φ⸣ᵕⵁθᱥӝ࠰ᦕཧvs.䠇㷃どᇐ䰪Ⲻᵹ㺗
¾ ≽⦽ᰘᱥሯԭṲθ৾ᱥ䍺ӝԭṲȾ
¾ ሯԭṲ䈹᮪քӄ人ᵕᡶሲ㠪Ⲻӝ࠰ᦕཧvs.䍺ӝԭṲᐞཝࣞਥ㜳ሲ㠪Ⲻ䠇㷃どᇐᙝ
ѝཧȾ

 Ӂᇔ3φ䮵ᵕⵁθᱥᇅ㿸㔅⎄᭵ㆌṼᷬ䰪Ⲻᵹ㺗
¾ 䍝ᐷ⤢ᙝvs.≽⦽どᇐᙝχ
¾ ᴿਥ㜳ঀ⤢ঀどᇐ੍ϋ

 䘭ᙓ1φᇂ⦽≽ࣞ⎤ޞᱥ䎻㓝ཝളⲺж䘿
¾ ൞њᶷṲቶсθཝള䰪㜳ཕӈঅ䈹θ䟽䪿օᓜϋ

 䘭ᙓ2φѣളཌ≽Ӛ᱉ѣᗹӰ≇ᐷ≽⦽ᮦ䍝ᐷ㈤ᆆⲺᵹ䠃ኔӄᵰᇼ
¾ Ӂᇔр㖇ㄏᐨҾޢᐹχཐᮦӰу⸛䚉θ䇚Ѱ䘎ᵠޢᔶȾ

 䘭ᙓ3φ≽⦽ѣ䰪ԭ⭧ѣളӰ≇䬬㺂ć⺤ᇐĈ
¾ ᆹᇔ䱻рᱥะӄᐸ൰৸ф㘻ᨆⲺבԭṲȾ

23

ള䱻㓜ᶕφᐹ䴭亵ἤ᷍։㌱II⬜䀙ϋ
 䘇ᵕӰ≇ᐷć㝧䫟Ĉ㗄ݹ
¾ ćѣ㗄䍝ᐷ㚊ⴕĈδNarayana Kocherlakotaθ2016ᒪεȾ

 㠠2015ᒪ8ᴾԛᶛθӰ≇ᐷ≽⦽⌘ࣞᙝॽ儎θռԃ❬քӄ᯦ࣖݹ

শਢ⌒ࣘᙗ˖Ӫ≁ᐱvs.ᯠ࣐එݳ

䳀ਜ਼⌒ࣘᙗ˖Ӫ≁ᐱvs.ᯠ࣐එ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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㻖㵔㾵ⴈ㻶㹗䈌㠡
 儈ᓖ䟽㿶অփᵪᶴ઼䬦㹼ъⲴᮤփ仾䲙࠶᷀о䇴ՠ
¾ ࠶᷀≷ᙫᮠᦞˈᔰኅ਼䍘਼㊫࠶᷀ˈᇊᵏᨀӔᆿ㿲ᇑ࠶᷀ᣕ
¾ ᤱ㔝ⴁ⍻䇴ՠ䬦㹼փ㌫Ⲵ਼ޡ仾䲙ᮎਓǃ仾䲙䳶ѝᓖ઼仾䲙ਁኅ䎻࣯
¾ ࣐ᕪ仾䲙ᰙᵏ亴䆖㌫㔏ᔪ䇮

 ᇶ࠷䐏䑚ഭཆᆿ㿲㓿⍾઼䠁㶽ᐲ൪䎠࣯ˈ࠶᷀ሩ䬦㹼ъⲴ
▌൘ᖡ૽
 ᤱ㔝ⴁ⍻ᐲ൪ᮤփ⍱ࣘᙗ⣦ߥ

3

䐱⺛䅙㾱䄖チⰞ㏎㸐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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㻖㵔㾵ⴈ㻶㹗䈌㠡
 ࣋⍻䈅
¾ 2007ᒤঠਁǉ୶ъ䬦㹼࣋⍻䈅ᤷᕅǊ
¾ ᔰኅ㠚л㘼к઼㠚к㘼лⲴ࣋⍻䈅
9 2010ᒤˈ㓴㓷ᔰኅᡯൠӗ䍧Ⅾ࣋⍻䈅ˈ䘹ᤙᡯԧк⏘䖳ᘛǃ仾䲙䖳儈Ⲵ䟽⛩
ᐲˈ⍻䈅ᡯԧл䏼ሩ୶ъ䬦㹼䍴ӗ䍘䟿઼䍴ᵜݵ䏣⦷ㅹⲴᖡ૽
9 2014ᒤˈᔰኅؑ⭘仾䲙ǃ⍱ࣘᙗ仾䲙઼ᡯൠӗ仾䲙᳤䵢࣋⍻䈅ˈ࠶᷀ᆿ㿲㓿⍾
ᖒ࣯ǃ䠁㶽ᐲ൪઼ᡯൠӗᐲ൪ਈॆሩ䬦㹼ъ䍴ӗ䍘䟿ǃ䍴ᵜݵ䏣⦷઼⍱ࣘᙗ⣦ߥ
Ⲵᖡ૽
9 2015ᒤˈᔰኅؑ⭘仾䲙ǃᐲ൪仾䲙઼⍱ࣘᙗ仾䲙ㅹ࣋⍻䈅

 ᇊᵏо䬦㹼䘋㹼⋏䙊Ӕ⍱
¾ ਜᔰᆓᓖ㓿⍾ᖒ࣯࠶᷀Պ
¾ ੁ䬦㹼ъ䠁㶽ᵪᶴᨀ⽪䟽བྷ仾䲙䳀ᛓˈ㾱≲ަ৺ᰦ䟷ਆᓄሩ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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䑘䄋㚻㦾
жȽ㌱㔕ᙝ伄䲟࠼᷆ф䇺զ
ӂȽᇅ㿸ᇗងⴇ㇗ᐛޭ
пȽ䐞ѐ䐞ູⴇ㇗অ䈹фਾ֒
Ƚളާੂ䶘ѪⲺ᥇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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㛇䐽㠻チ⹅㉀
 䘶ઘᵏ䍴ᵜ㾱≲
¾ 2009ᒤᨀࠪࣘᘱ䍴ᵜ㕃ߢ㾱≲
9 㾱≲୶ъ䬦㹼൘8%Ⲵᴰվ䍴ᵜݵ䏣⦷㾱≲สкˈ䘋а↕䇑ᨀ2%Ⲵ䍴ᵜ㕃ߢ
9 㾱≲5ᇦབྷර䬦㹼䇑ᨀ1%Ⲵ㌫㔏䟽㾱ᙗ䱴࣐䍴ᵜ

¾ 2012ᒤ6ᴸਁᐳǉ୶ъ䬦㹼䍴ᵜ㇑⨶࣎⌅Ǌ
9 ༷ۘ䍴ᵜ㾱≲˖2.5%
9 䘶ઘᵏ䍴ᵜ㾱≲˖0-2.5%

¾ ࠶᷀⍻㇇ᡁഭⲴᒯѹؑ䍧/GDP

 ᶐᵶ⦷㾱≲
¾ 2011ᒤ6ᴸࡦᇊਁᐳǉ୶ъ䬦㹼ᶐᵶ⦷㇑⨶࣎⌅Ǌˈᒦ൘2015ᒤ3ᴸ䘋㹼؞䇒
9 ᴰվᶐᵶ⦷ⴁ㇑㾱≲Ѫ4%
9 儈Ҿǉㅜй⡸ᐤຎቄॿ䇞Ǌ㿴ᇊ1њ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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㛇䐽㠻チ⹅㉀
 ࣘᘱᤘ༷㾱≲
¾ 2009ᒤ㾱≲୶ъ䬦㹼ሶᤘ༷㾶ⴆ⦷ᨀ儈㠣150%
¾ 2011ᒤਁᐳǉ୶ъ䬦㹼䍧Ⅾᦏཡ߶༷㇑⨶࣎⌅Ǌˈ㾱≲୶ъ䬦㹼਼ᰦ┑䏣
9 ᤘ༷㾶ⴆ⦷нվҾ150%
9 ᤘ༷/䍧Ⅾ∄⦷нվҾ2.5 %

 ⍱ࣘᙗ仾䲙㇑⨶㾱≲
¾ 㾱≲ⴁ㇑ᵪᶴ઼୶ъ䬦㹼ᇶ࠷ⴁ⍻࠶᷀ᐲ൪ᮤփ⍱ࣘᙗ⣦ߥ
¾ ݱ䇨䬦㹼൘࣋ᛵߥлˈਟԕࣘ⭘ਸṬՈ䍘⍱ࣘᙗ䍴ӗ

 ࣘᘱ䍧Ⅾᡀᮠ˄LTV˅㾱≲
 䍧Ⅾ᭦˄∄ޕLTI˅㾱≲
¾ 2004ᒤ㿴ᇊُⅮӪⲴ䍧Ⅾ᭦∄ޕнᗇ儈Ҿ5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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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㭞䄋㤔
ᡯൠӗԧṬᤷᮠ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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㦌㤓㻖㵔㾵䐹䄋䅙㾱チ㌓ソ
 2009ᒤԕᶕˈᡁഭ୶ъ䬦㹼⇿ᒤ৲࣐ᐤຎቄငઈՊⲴ⨳ޘ㌫㔏䟽㾱ᙗ䬦
㹼˄G-SIBs˅ᇊ䟿⍻㇇
 ѝഭ䬦㹼ǃᐕ୶䬦㹼ǃߌъ䬦㹼઼ᔪ䇮䬦㹼ݸਾ䘋⨳ޘޕ30ᇦ⨳ޘ㌫㔏
ᙗ䟽㾱䬦㹼অ
 2014ᒤ1ᴸˈਁᐳǉ୶ъ䬦㹼⨳ޘ㌫㔏䟽㾱ᙗ䇴ՠᤷḷᣛ䵢ᤷᕅǊ
¾ 㾱≲㺘ཆ䍴ӗ։仍儈Ҿ1.6зӯݳӪ≁ᐱ઼каᒤᓖ㻛䇔ᇊѪ⨳ޘ㌫㔏䟽㾱
ᙗ䬦㹼Ⲵ୶ъ䬦㹼ṩᦞ㾱≲ᣛ䵢ؑ
¾ ؑᣛ䵢ᇩवᤜ⨳ޘ㌫㔏䟽㾱ᙗ䇴ՠᯩ⌅л5њ㔤ᓖˈণ㿴⁑ǃޣ㚄ᓖǃ
ਟᴯԓᙗǃ༽ᵲᙗ઼⨳ޘ⍫䏳〻ᓖⲴ12亩ᤷḷ
¾ ࡉкҾ⇿њՊ䇑ᒤᓖ㓸ҶਾⲴഋњᴸᣛ䵢ؑޣ

9

䐱⺛䅙㾱䄖チⰞ㏎㸐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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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㚻㻖㵔㾵䐹䄋䅙㾱㠡
 䇴ՠᯩ⌅
¾ Ӿ㿴⁑ǃޣ㚄ᓖǃਟᴯԓᙗ઼༽ᵲᙗ4њ㔤ᓖ䇴ՠ୶ъ䬦㹼Ⲵഭ
㌫㔏ᙗ〻ᓖ
¾ ᇊ䟿оᇊᙗ࠶᷀㔃ਸˈᗵ㾱ᰦ䘀⭘ⴁ㇑ࡔᯝ

 䇴ՠ㔃᷌
¾ ⭘Ҿ⺞ᇊ㌫㔏䟽㾱ᙗ䱴࣐䍴ᵜ㾱≲
¾ Ѫ࠶䝽ⴁ㇑䍴Ⓚ઼⺞ᇊⴁ㇑ᕪᓖⲴ䟽㾱৲㘳
¾ ṩᦞ୶ъ䬦㹼Ⲵ㌫㔏䟽㾱ᙗ䟷ਆᐞᔲॆⲴⴁ㇑᧚ᯭ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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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㚻㻖㵔㾵䐹䄋䅙㾱チ
 ᨀ儈ⴁ㇑仁⦷઼ᕪᓖ
¾ ሩޜਨ⋫⨶ǃ仾䲙㇑⨶઼䜘᧗ࡦᨀࠪᴤ儈㾱≲
¾ ࣐ሩབྷර䬦㹼Ⲵⴁ㇑䍴Ⓚᣅˈޕᇎᯭᴤ仁㑱ǃᴤ␡Ⲵޕ䶎⧠൪
઼⧠൪ⴁ㇑
¾ Ӿ䐘ъ઼䐘ຳ㔤ᓖ࣐ᕪᒦ㺘ⴁ㇑

11

䐱⺛䅙㾱䄖チⰞ㏎㸐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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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ⶕ⼮⪇䐤㌓ソ
 ࡦᇊᚒ༽઼༴㖞䇑ࡂ ˄RRPs˅
¾ 㾱≲5ᇦབྷර୶ъࡦᇊᚒ༽઼༴㖞䇑ࡂ

 ᔪ・䐘ຳডᵪ㇑⨶ᐕ㓴˄CMG˅
¾ ሩᡁഭ⇿ᇦ⨳ޘ㌫㔏ᙗ䟽㾱䬦㹼࠶࡛ᔪ・䐘ຳডᵪ㇑⨶ᐕ㓴
¾ ᐕ㓴ᡀઈ: 䬦ⴁՊǃ䍒᭯䜘ǃӪ≁䬦㹼઼ޣຳཆⴁ㇑ᵪᶴ
¾ ⇿ᒤਜᔰа⅑Պ䇞
¾ ᇑḕᚒ༽઼༴㖞䇑ࡂ

 ᇎᯭਟ༴㖞ᙗ䇴ՠ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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䑘䄋㚻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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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䄖チ㾎⮘䈌⼰䔘
 䠁㶽ডᵪᓄሩሿ㓴˄FCRG˅
¾ ഭ࣑䲒亶ሬлⲴᡁഭ㔤ᣔ䠁㶽っᇊⲴ儈ቲ⅑ॿ䈳઼ߣㆆᵪࡦ
¾ 2008-2009ᒤˈ⇿10ཙਜᔰа⅑Պ䇞

 䠁㶽ⴁ㇑ॿ䈳䜘䱵㚄ᑝՊ䇞˄JMC ˅
¾ ⭡Ӫ≁䬦㹼⢥ཤˈᡀઈঅսवᤜ䬦ⴁՊǃ䇱ⴁՊǃⴁ؍Պǃཆ≷ተ
¾ 2013ᒤᡀ・ˈࡉк⇿ᆓᓖਜᔰа⅑Պ䇞ˈᡆ㘵ṩᦞ䴰㾱䲿ᰦਜᔰ

 ⴁ㇑ਸ༷ᘈᖅ˄MOUs˅
¾ 2004ᒤˈ䬦ⴁՊǃ䇱ⴁՊǃⴁ؍Պㆮ㖢Ҷ൘䠁㶽ⴁ㇑ᯩ䶒࠶ᐕਸⲴ༷ᘈᖅ
¾ 2008ᒤԕਾˈㆮ㖢а㌫ࡇৼ䗩ਸ༷ᘈᖅ

14

䐱⺛䅙㾱䄖チⰞ㏎㸐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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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チ㾎⮘䈌⼰䔘
 ⴁ㇑ਸ༷ᘈᖅ
¾ о68њഭᇦ઼ൠ४Ⲵⴁ㇑ᵪᶴㆮ㖢Ҷਸ༷ᘈᖅ઼ؑ࠭Ӕᦒ˄EOL˅

 ৼ䗩ⴁ㇑୶
¾ о㖾ഭǃ㤡ഭǃ࣐བྷǃᰕᵜǃ丙ഭǃᯠ࣐එ઼俉Ⲵⴁ㇑਼㹼ᇊᵏᔰኅ
ৼ䗩ⴁ㇑୶

 ⴁ㇑㚄ᑝՊ䇞઼䐘ຳডᵪ㇑⨶ᐕ㓴˄CMGs˅
¾ ⇿ᒤቡབྷර୶ъ䬦㹼ⴁ㇑ਜᔰⴁ㇑㚄ᑝՊ䇞
¾ 䐘ຳডᵪ㇑⨶ᐕ㓴ҏ൘䐘ъ䐘ຳⴁ㇑ॿ䈳ਸѝਁᥕ䟽㾱⭘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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䑘䄋㚻㦾
жȽ㌱㔕ᙝ伄䲟࠼᷆ф䇺զ
ӂȽᇅ㿸ᇗងⴇ㇗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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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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ⷘ⺛⹓㵍㘇㑺⭥㳕䍞
 ㌫㔏ᙗ仾䲙࠶᷀ǃ䇴ՠ઼亴䆖
¾ ৺ᰦ䇶઼࡛亴䆖㌫㔏ᙗ仾䲙䳮ᓖᖸབྷ
¾ ㌫㔏ᙗ仾䲙䇴ՠнӵ䴰㾱ᇊ䟿࠶᷀ˈᴤ䴰㾱ཞ㹼оⴁ㇑ᖃተሶᆿ㿲ǃᗞ㿲ቲ
䶒ᛵߥ䘋㹼ሩ᧕઼≷ᙫˈ㔃ਸ㓿傼ࡔᯝˈ࠶਼ޡ᷀㌫㔏ᙗ仾䲙䳀ᛓᒦᨀࠪ᭯
ㆆᔪ䇞

 ᆿ㿲ᇑⴁ㇑ᐕާ䘀⭘
¾ 㿴ࡉሬੁоᵪᢹᤙᴹ࡙ᔺˈ䴰㾱ᵳ㺑

 ⋫⨶ᷦᶴо䰞䍓ࡦᓖ
¾ ⴁ㇑ᖃተ䴰㾱䶒ሩᐲ൪࣋ˈࠪڊнਇ⅒䗾Ⲵߣㆆ
¾ о䍗ᐱ᭯ㆆⲴԧṬっᇊⴞḷ∄䖳ˈ䠁㶽っᇊᴤ䳮⍻ᓖˈᴤ䳮ԕሩᆿ㿲ᇑ
ᖃተ䘋㹼ᚠᖃⲴ㘳Ṩо䰞䍓
¾ 䴰㾱൘⤜・ᙗ઼࣋ؑޜѻ䰤ᢺᨑᴹ᭸Ⲵᒣ㺑

 ᆿ㿲ᇑⴁ㇑Ⲵᴹ᭸ᙗӽᴹᖵ㿲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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ᣉօᵰ䙽
ᵕ䍝ૂ㺃⭕ᐸ൰ڛᓭᤷ㔣ਇኋ
ᵕ䍝ⴇ㇗䜞



ᒪᴾ
1

ѫ㾱ᇩ
жȽᵕ䍝ᐸ൰ਇኋᡆ㔟ૂࣕ㜳֒⭞
ӂȽᵕ䍝㺃⭕ᐸ൰ਇኋ䶘ѪⲺᵰ䙽
пȽᵕ䍝㺃⭕ᐸ൰ਇኋⲺ᥇ᡎ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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жȽᵕ䍝ᐸ൰ਇኋᡆ㔟ૂࣕ㜳֒⭞
δжεᐸ൰㿺⁗уᯣ໔ࣖ
δӂε⌋㿺ᓜ䏁ӄᇂ

ഭཆᵏ䍗ᐲ൪สᵜᛵߥ
δпεⴇ㇗ᓜфṼᷬᴿ᭾ъሂᴿ⢯㢨
δεᵃࣗᇔ։᭾᷒᱄ᱴ

3

δжεᐸ൰㿺⁗уᯣ໔ࣖ


ะᵢ㾼ⴌީ㌱ള䇗≇⭕Ⲻ䠃㾷亼ตȾᵕ䍝ᯯ䶘㾼ⴌ
ҼߒӝȽ䠇ኔȽ㜳Ⓠૂौᐛㅿѱ㾷ӝѐ亼ตȾ
㊱ ࡡ

 〃

ᮦ䠅

ߒ᷍

ⲳ㌌Ƚỿ㣧Ƚ哺ཝ䉼ਭȽ哺ཝ䉼ਭȽ䉼㋋Ƚ䉼⋯Ƚ⦿
㊩Ƚᕰ哜ȽᲤ哜Ƚᰟ㊲ぱȽ㨒㊳⋯ȽἋι⋯Ƚ㨒㊳Ƚ㨒
㋋Ƚ呗㴁Ƚ㋩ぱȽ㓚㔪ᶵȽ㜬ਾᶵȽᲐ㊲ぱȽ⦿㊩⏶㊿
Ƚཟ❬ₗ㜬Ƚ䉼㋋ᵕᵹȽⲳ㌌ᵕᵹ



䠇ኔ

䬒Ƚ䬓Ƚ䭂Ƚ䫻Ƚ哺䠇Ƚ㷰㓯䫘Ƚ㓵ᶆȽⲳ䬬Ƚ䫷⸵⸩
Ƚ✣䖝ভᶵȽ䫷δ䫷ਾ䠇εȽ䭦δ䫷ਾ䠇εȽ䭗Ƚ
䮃



㜳Ⓠौᐛ

⟹ᯏ⋯Ƚ❜➚Ƚ࣑ࣞ➚Ƚ37$Ƚ//'3(Ƚ39&Ƚ❜⛣Ƚ⭨䞽
Ƚ⧱⪹Ƚ⸩⋯⋛䶈Ƚ㚐я✥



䠇㷃

⋠㛗ᵕ䍝Ƚр䇷㛗ᵕ䍝Ƚѣ䇷㛗ᵕ䍝
Ƚᒪᵕളٰᵕ䍝Ƚᒪᵕളٰᵕ䍝Ƚр䇷(7)ᵕ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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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жεᐸ൰㿺⁗уᯣ໔ࣖ


ᒪᡇളᵕ䍝ᐸ൰ᡆӚ䠅Ѱӵᢁδур䇷(7)ᵕᵹ
εθੂ∊໔䮵Ⱦެѣθᵕ䍝ᡆӚӵᢁθখ∊
χ䠇㷃ᵕ䍝ᡆӚӵᢁθখ∊Ⱦ

5

δӂε⌋㿺ᓜ䏁ӄᇂ







ㅢжቸ㓝ᱥളࣗ䲘亷ᐹⲺɅᵕ䍝Ӛ᱉㇗⨼ᶗׁɆԛ
фᵕ䍝ᐸ൰ީⲺਮ⌋䀙䠀χ
ㅢӂቸ㓝ᱥ䇷ⴇՐਇᐹⲺ䜞䰞㿺ㄖૂ㿺㤹ᙝᮽԬχ
ㅢпቸ㓝ᱥᵕ䍝Ӛ᱉ᡶ㿺ࡏθऻᤢӚ᱉ᡶㄖぁȽ㿺ࡏ
ૂ㓼ࡏㅿχ
Ʌᵕ䍝⌋Ɇቐᵠ࠰ਦθᐨࡍॷޛӂኀޞളӰཝӂ㊱
⌋亯ⴤ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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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пεⴇ㇗ᓜфṼᷬᴿ᭾ъሂᴿ⢯㢨

Ѱ䇷ⴇՐሯᐸ൰伄䲟ćⵁᗍȽ㇗ᗍօĈਇᥛҼ䠃㾷֒⭞

7

δεᵃࣗᇔ։᭾᷒᱄ᱴ
жᱥᵕ䍝ᇐԭ䘑ᡇളᐸ൰᭾⦽ᨆॽθؓ䳒ᐸ
൰儎᭾ᴿᓅ䘆㺂Ⱦ
 ӂᱥᵕ䍝ྍؓሯߨ伄䲟θ䘑Էѐਇኋ༤ཝૂ
㺂ѐどڛਇኋȾ






пᱥ䲃քԷѐ䍺䠇ᡆᵢθᨆॽ䍺Ⓠ䞃㖤᭾⦽Ⱦ
ᱥᵕ䍝ᐸ൰ᵃࣗѣള㷃⭕⨹ޞޛӝ䍮᱉։㌱Ⱦ
ӊᱥѰѣቅԷѐᨆב伄䲟㇗⨼ૂ㷃䍺᭥ᤷȾ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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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εᵃࣗᇔ։᭾᷒᱄ᱴ

9

ӂȽᵕ䍝㺃⭕ᐸ൰ਇኋ䶘ѪⲺᵰ䙽
δжεᵕ䍝ᐸ൰ሯཌᔶ᭴
δӂε䠇㷃ᵕ䍝ਇኋ䶘Ѫཝᵰ䙽

ഭཆᵏ䍗ᐲ൪สᵜᛵߥ
δпεѣቅՍӝ伄䲟㇗⨼䴶≸
δεѣቅԷѐ伄䲟㇗⨼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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ᵕ䍝ޢਮ伄䲟㇗⨼ᆆޢਮѐࣗ⁗ᕅ
ԃঅ
ᴽ࣑
ԃঅѢᦒ
ԃঅ䟷䍝
ԃঅ䬰
ԃঅ䍘ᣬ

ਸ
྇؍

ᇊԧ
ᴽ࣑

Ҡ؍ޕ٬
আࠪ؍٬

⛩ԧᴽ࣑

䍘ᣬ؍٬
ԓ⨶؍٬
㚄ਸ؍٬

สᐞ
Ӕ᱃
ᵏ⧠࡙྇
䐘ᵏ࡙྇
䐘૱
䐘ᐲ൪

൪ཆ
ᵏᵳ
ᵏ䍗+
؍䲙

11

пȽᵕ䍝㺃⭕ᐸ൰ਇኋⲺ᥇ᡎ
δжε൞䐞ູⴇ㇗অ䈹фᓜᆿᧈᯯ䶘
㕰҅㔅僂〥㍥

ഭཆᵏ䍗ᐲ൪สᵜᛵߥ
δӂεᐸ൰ⴇ㇗䍺Ⓠу䏩
δпεᐸ൰ૂԷѐሯ伄䲟㇗⨼ᮽौ䇚⸛
у䏩θሯ㺃⭕Ⲻ䇺ф䍙ခ㓾ᆎ൞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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ള䱻㔅僂ሯѣളⲺ⽰
ѣളӰ≇䬬㺂ૂള䱻䍝ᐷะ䠇㓺㓽
ㅢӊኀ㚊ਾՐ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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䠇㷃фᐸ൰⨹ޞᇔ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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ㅢӂ൰Ր䇤φࣖᕰ䠇㷃䜞䰞ૂᇅ㿸ᇗង᭵ㆌṼᷬ
ѣളᘡ䙕ौⲺ䠇㷃։㌱φ傧ࣞഖ㍖ૂᵠᶛਇኋ

ѣള䠇㷃䜞䰞䶘ѪⲺ儎ቸ䶘ਇኋ᥇ᡎ

• 䘸ᰬⲺ䰤从φ
• 㠠рж⅗䠇㷃䜞䰞䇺զ㿺ࡈ㠩Ԁθѣള䠇㷃։㌱ਇኋ߫ྸϋ
• фެԌളᇬ∊θѣള൞䗽ৱޣᒪѣ䠇㷃։㌱ਇኋ߫ྸϋ
• ԄਇኋⲺ䀈ᓜⵁθީ䭤᥇ᡎᱥӶѾϋ

• ሯ䠇㷃䜞䰞ਇኋ䘑㺂Ⲻⴎ⛯ޭᴿᖾᕰⲺ䘿
䘿ᙝૂѱ
ѱ㿸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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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ㆌ㜂ᲥĂĂᤷ㔣Ⲻ᭯䶟

• ѣള亼ሲӰ䠃⭩Ҽ䘑ж↛ौ䠇㷃䜞䰞᭯䶟Ⲻᢵ䈰θᒬ䇚䇼ࡦ䴶㾷ᨆॽᐸ൰൞䍺Ⓠ
࠼䞃ѣⲺ֒⭞
• ޞ䶘Ⲻ䠇㷃䜞䰞᭯䶟
ș ⦽ᐸ൰ौφ⎾ᆎⅴ⦽р䲆
ș 䬬㺂ѐ᭯䶟φ᧞࠰⿷Ӱ䬬㺂䈋⛯䇗ࡈθ⎾䍭ᆎ∊р䲆θᕋ䘑ᆎⅴؓ䲟θሯ᭵ㆌᙝ䬬㺂ᇔ᯳᭯䶟
ș 䍺ᵢᐸ൰φć⋠⑥䙐Ĉૂć⑥䙐ĈθᢟཝҼཌളӰ䘑ޛളٰᐸ൰Ⲻ䚉
ș Ӱ≇ᐷള䱻ौφሼӰ≇ᐷ㓩ޛ⢯ࡡᨆⅴᵹ㈤ᆆ

• ᙱ։᭵ㆌⴤḽᱥᇔ⧦ѣള㔅⎄Ⲻ߃ᒩ㺗
• ࣑࣠ᔰж〃⧥ູਥᤷ㔣ᙝᴪ儎ȽऻᇯᙝᴪᕰȽᴪཐ൦ד䶖⎾䍯ૂᵃࣗ傧ࣞ㙂䖹ቇד䎌ؗ䍭Ⲻ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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ѣളᘡ䙕ौⲺ䠇㷃։㌱φ傧ࣞഖ㍖ૂᵠᶛਇኋ

儎ቸ䶘ਇኋⲺп亯᥇ᡎ

• 䠇㷃䜞䰞൞䘑㔅⎄߃ᒩ㺗ᯯ䶘ᴿਥ㜳ਇᥛᕰཝ֒⭞
• 䰤从ᱥᆹ൞〃ぁᓜрਇᥛҼ▒㜳
• Ԅਇኋ䀈ᓜⵁθᴿпѠᯯ䶘⢯ࡡ䠃㾷
• 1φṯᦤᇎᯯ᭵ㆌࣖ
ࣖᕰ䠇㷃䜞䰞Ⲻ࠼
࠼䞃㚂㜳θࠅቇ᭵ᓒሯ䍺Ⓠ࠼䞃Ⲻᒨ人θੂᰬᨆॽᐸ൰Ⲻ֒⭞
ᔰж〃ᴪѰཐݹौⲺ䠇㷃։㌱θࠅቇሯ䬬㺂ؗ䍭Ⲻד䎌θ䇟䶔䬬㺂䠇㷃ᵰᶺδNBFIεૂ䍺ᵢᐸ൰
• 2φᔰ
ਇᥛᴪཝⲺ֒⭞
ᔰж〃ᴪޭऻᇯᙝⲺ䠇㷃։㌱ θԛᴪླ൦┗䏩䗺Ԁᵠ㧭ᗍ࠼ݻᵃࣗ㗚։ȽቚެᱥᇬᓣૂѣቅԷѐ
• 3φᔰ
δSMEεⲺ䴶㾷

• сᶛᱥжӑ䘿ᙝ㔉䇰θ㙂䶔䈜ታ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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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ᕰ䠇㷃䜞䰞Ⲻ࠼䞃㚂㜳
• 䠇㷃䜞䰞൞㔅⎄߃ᒩ㺗䗽ぁѣ㜳ཕਇᥛ䠃㾷Ⲻ֒⭞θሼ〶㕰䍺Ⓠᕋੇᴶ֩㔅⎄⭞䙊
• ⭧↚䘑⭕ӝ⦽ૂ㔅⎄໔䮵䙕ᓜࣖᘡθᒬᴪޭਥᤷ㔣ᙝ
• 䠇㷃䜞䰞㾷ࡦڐ䘏ж⛯θ䴶㾷㜳ཕሼީ⌞⛯Ԅ㘷䜞䰞Ⲻ䍭ⅴ⍱ࣞ䖢〱ࡦ᯦䜞䰞Ⲻ䍭
ⅴ⍱ࣞѣৱ
• ะӄѐ㘹㲇ഖ㍖֒࠰䍭ⅴߩᇐ
• 䪾ሯ㘷ᰝⲺȽ䳴ԛѰ㔝Ⲻ㔅⎄䜞䰞ࣖᕰ人㇍㓜ᶕ
• ᷒ᯣ䟽ޞ䶘ᡎ⮛ԛ༺㖤фć㘷Ĉ䜞䰞ᴿީⲺу㢥䍭ⅴ
• ൞Էѐ䠃㓺ѣ䘎䴶㾷ޭᴿ䏩ཕⲺ䳺ᗹ༤ᘍ
• ᰬᴿᓅ൦䘶࠰䳴ԛѰ㔝Ⲻޢਮ
• ᝅ৸фᴿᵑᆎ㔣ޢਮⲺⵕᇔѐࣗ䠃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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ș D 䬬㺂ⲺԷѐ䍭ⅴ䍜㉵Ⲻ㓺ᡆࣞᖾཝ
• 䙖ѐԛ⭞ޢӁѐૂะ䇴᯳ⲺԳ仓ཝᑻс䲃
• ਇૂ䴬䍮᱉ԛㅢжӝѐⲺ໔䮵ᑻᓜᴶཝ
• ռᱥć㘷Ĉ䜞䰞ૂć᯦Ĉ䜞䰞ҁ䰪Ⲻᐤᔸᒬ䶔ᙱᱥᖾ᱄ᱴ
• ሯ䙖ѐૂ⭞ޢӁѐ/ะ䇴᯳Ⲻ伄䲟ᳪ䵨ԃ❬খ45%ᐜχᣋ䍺ѣⲺখ∊߫㊱ղ
Rebalancing in bank loan portfolios: corporate sectors, 2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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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lesale and retail trade

Other tertiary industry

100

䬬㺂䍭ⅴᙱ仓ѣⲺখ∊θ%
䍺ᯏᶛⓆφᐛ֒Ӱṯᦤѣള䬬㺂ѐⴇ㇗⨼ညՐᒪᣛᮦᦤ䘑㺂Ⲻ䇗㇍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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䬬㺂ѐᵰᶺⲺ䍺ӝ
400

100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utions
80

320

60

240

40

160

Foreign banks

খGDPⲺ%

E 㛗Գૂคᐸѐ䬬㺂ᘡ䙕ᨆॽ
ҼᆹԢⲺᐸ൰Գ仓θᥚখҼཝශѐ
䬬㺂ⲺԳ仓
• 䢪ӄ䬬㺂ѐ᮪։Ⲻᘡ䙕ਇኋθ䘏〃
䖢ᴪࣖԚӰⴤ

䬬㺂ѐᵰᶺ䍺ӝѣⲺখ∊θ%

•

Other domestic banking
institutions
Policy banks and the China
Development Bank
City commercial banks
Joint-stock commercial banks

20

80

0

0

Large commercial banks
Total assets (right axis)

2009

2011

2013

2015

䍺ᯏᶛⓆφᐛ֒ӰṯᦤѣളӰ≇䬬㺂Ƚѣള䬬㺂ѐⴇ㇗⨼ညՐૂь⮂䬬㺂Ⲻᮦᦤ䘑㺂Ⲻ䇗㇍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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䬬㺂ሯԷѐⲺ䍭ⅴ

䬬㺂ሯᇬᓣⲺ䍭ⅴ

85

䍭ⅴᙱ仓ѣⲺখ∊θ%

•

F ㊱䬬㺂↙൞ԛ〃ᯯᕅ䘑߃ᒩ㺗ϋ
㕰҅㋴㓼ᮦᦤθቚެᱥ➝ᴶ㓾⭞ᡭ㊱ශሯ䍭ⅴ䘑㺂Ⲻ࠼㊱
ⴇ⎁߃ᒩ㺗Ⲻ䘑ኋ߫ᗍགྷᵸ
ሲ㠪䘳䑠䬬㺂䍭ⅴ䍜㉵൞уੂᰬᵕⲺ㓺ᡆ߫ԛⴇ
䬬㺂ѐ䜞䰞ਥ㜳ᆎ൞жӑ䙆
䙆↛࠼ौⲺ䏁ࣵ
❬㙂θ䬬
ཝളᴿ䬬㺂ⲺԷѐ䍭ⅴԳ仓ᴪᘡ䙕൦с䲃θ㙂ᇬᓣ䍭ⅴԳ仓䘸ᓜ໔䮵δᒩൽⵁᶛθᆹ൞ެ֏䬬㺂ѐ䜞䰞ѣ࠰⧦ҼḆ〃ぁ
ᓜⲺс䲃ε
ީ䭤䰤从ᱥθᘡ䙕ᢟᕖⲺⴷ㓝䬬㺂൞〃ぁᓜрມ㺛Ҽཝളᴿ䬬㺂⮏сⲺ㘷䜞䰞㷃䍺㕰ਙ

䍭ⅴᙱ仓ѣⲺখ∊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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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banks

䍺ᯏᶛⓆφJones, R.ȽNam, E.ૂZhu, J.θ2016ᒪȾɅѣള䬬㺂ѐ䜞䰞φ᭯Ƚࡑ᯦ૂ伄䲟ɆȾ့Ṳ䍺ᵢ亴䰤Ⱦ

2015
8

173

ㅢӂ൰Ր䇤φࣖᕰ䠇㷃䜞䰞ૂᇅ㿸ᇗង᭵ㆌṼᷬ
ѣളᘡ䙕ौⲺ䠇㷃։㌱φ傧ࣞഖ㍖ૂᵠᶛਇ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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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䠇㷃䜞䰞Ⲻжӑ㓺ᡆ䜞࠼໔䮵ᖾᘡθ↙൞〥ᶷ᭥ᤷ
᯦ު⍱䏹䜞䰞Ⲻ㷃䍺
伄䲟ᣋ䍺䜞䰞໔䮵ቚѰ䗻䙕——ታ㇗䎭
• ⿷क㛗ᵹૂ伄
⛯䖹ք
• 2015ᒪᓋ⿷क㛗ᵹⲺᙱӚ᱉ԭٲрॽ
•
•

ᙱԭ⮛ٲքӄ140ӵ㗄ݹ
Ӛ᱉ᮦ䠅ࠅቇռӚ᱉仓ᨆ儎

• 㠠2014ᒪԛᶛθ伄䲟ᣋ䍺ⲺӚ᱉ᮦ䠅ૂᙱԭٲൽど
↛໔䮵
•
•

㇗⨼Ⲻѣള⿷क㛗ᵹ䍺ӝ໔ࣖθ2006ᒪ㠩2015ᒪㅢӂ
ᆙᓜ

ॷӵ㗄ݹ

•

2015ᒪ∅ᆙᓜӚ᱉ᮦ䠅>400
ᙱԭ⮛ٲքӄ120ӵ㗄ݹ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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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80
60
40
20
0

Dry powder

Unrealized value

䍺ᯏᶛⓆφPreqinθ2016ᒪȾɅཝѣⲺ⿷क㛗ᵹɆ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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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ᴪѰཐݹौⲺ䠇㷃։㌱
• ѣളⲺ䍺ᵢᐸ൰⧦࠰儎䙕໔䮵θެ㿺⁗ⴤࢃቻӄь⮂ࢃࡍ
䠇㷃։㌱ԃ❬ᱥԛ
ԛ䬬㺂Ѱѱሲθ䶔䬬㺂䠇㷃ᵰᶺૂ䍺ᵢᐸ൰Ⲻ֒
• ታ㇗ྸ↚θѣളⲺ䠇
⭞䖹ቅ
• 䶔䬬㺂䠇㷃ᵰᶺ = 伄䲟䳼ਾૂ྇㓜ᙝ۞㫺ᵰᶺθؓ䲟ޢਮȽޱ㘷ะ䠇ૂާੂะ䠇
• ռᱥ⨼䍘ӝૂؗᢎᇔ䱻рޭᴿ䇮ཐ㊱ղ䶔䬬㺂䠇㷃ᵰᶺⲺ⢯⛯
• 䍺ᵢᐸ൰ = 㛗⾞ૂٰᐸ൰Ƚ/㺃⭕ӝᐸ൰

• ᰖ䇰Ԅਇኋ䘎ᱥどᇐⲺ䀈ᓜ䈪θ᧞䘑䍺
䍺ᵢᐸ൰ૂ䶔䬬㺂䠇㷃ᵰᶺਇኋ䜳ᱥжѠՎݾ
Ӂ亯
• ᨆ儎ᇬᓣૂԷѐ㇗⨼䠇㷃伄䲟Ⲻ㜳࣑
• ᢟཝ䮵ᵕ㷃䍺Ⲻ䚉
• 㕉䀙ᵢ䓡уᇒᨆב䮵ᵕ㷃䍺Ⲻ䬬㺂ѐ䜞䰞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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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ᴪѰཐݹौⲺ䠇㷃։㌱
D ٰࣗૂ㛗⾞ᐸٲど↛ਇኋ

•

ռ㛗⾞ᐸ൰рⲺਇ㺂⍱ࣞѱ㾷⭧ሯቇᮦⲺ䖹ཝޢਮᣀᤷ
᭵ᓒૂ䠇㷃ᵰᶺ൞ٰᐸ൰рⲺਇ㺂⍱ࣞѣখᖾཝ∊ׁ

•
•

E ᵰᶺᣋ䍺㘻䠃㾷ᙝᰛⴀ᱄ᱴθታ㇗䎭⛯䖹ք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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খGDPⲺ%

খGDPⲺ%

䍺ᵢᐸ൰ਇኋૂᵰᶺᣋ䍺㘻ะθ2006ᒪ㠩2015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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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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ࡍ䠇㷃ӝδׁྸ᭥ԎȽؗ䍭Ƚ۞㫺Ƚؓ䲟ε
ᴪࣖԛᐸ൰ѰะⲺ⌋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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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Ѱ䠇㷃ᵰᶺ㩛䙖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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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ཞ㹼ਁᥕޣ䭞⭘
- 䠁㶽᭯ㆆငઈՊ˖ཞ㹼㹼䮯ǃ4ս࢟㹼䮯ǃԕ৺䍏䍓䠁㶽っᇊ/ㆆ⮕/仾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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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䲙ޜਨ
companies

Capital market
(funds /
䍴ᵜᐲ൪
˄ส䠁/䇱ࡨޜਨ˅
securities
companies)

ਸ⽮

ঐ䠁㶽ᵪᶴᙫ䍴ӗ
Ⲵ6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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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ഭཞ㹼Ⲵ䠁㶽っᇊ䰞仈
᭯ㆆငઈՊቲ䶒˖

䍗ᐱ᭯ㆆငઈՊ

• 䠁㶽っᇊ࠶ငՊˈ⇿ᆓᓖਜᔰа⅑Պ
䇞˖ᱟቡ㌫㔏ᙗ仾䲙䰞仈ᔰኅ䜘ॿ
䈳઼᭯ㆆ䇘䇪Ⲵᒣਠ

䍗ᐱっᇊ

• 䍗ᐱ᭯ㆆо䠁㶽ᵪᶴ᭯ㆆငઈՊ㚄ᑝ
Պ䇞ˈ⇿ॺᒤਜᔰа⅑Պ䇞˖ᱟ࠶ӛ
⸕䇶ǃᔰኅॿ䈳Ⲵᵪࡦˈሩޘ䶒仾䲙
䇴ՠǃ᭯ㆆᇎᯭㅹ䰞仈ᔰኅ䇘䇪

䠁㶽ᵪᶴ᭯ㆆင
ઈՊ

䠁㶽ᵪᶴっᇊ

᭟Ԉփ㌫っᇊ

⌠ഭཞ㹼
᭟Ԉփ㌫ငઈՊ

䠁㶽っᇊ

䍗ᐱ᭯ㆆо䠁㶽ᵪᶴ᭯ㆆငઈՊ㚄
ᑝՊ䇞
˄2012ᒤ6ᴸ䎧⇿ॺᒤਜᔰа⅑˅

䠁㶽っᇊ࠶ငՊ
˄⇿ᆓᓖਜᔰа⅑Պ䇞˅

䠁㶽っᇊ䜘䰘
˄2016ᒤᔪ・˅

ᐕቲ䶒
• 䠁㶽っᇊ䜘䰘˖ᡀ・Ҿ2016ᒤˈሶ䐘
䜘䰘Ⲵᐕ㓴䘋㹼䳶ѝ
- ᱟ㌫㔏仾䲙䇴ՠѝᗳˈᱟޣᢰᵟ
о࠶᷀⹄ウⲴᲪᓃ
- 䍏䍓߶༷ᆿ㿲ᇑᐕާ㇡ǃᕪॆ᭯
ㆆṶᷦǄቔަᱟ䙊䗷ⴁ㇑ਸҸԕ
ᇎ⧠˄ഐѪ䠁㶽っᇊᒦнᱟⴁ㇑ᵪ
ᶴⲴṨᗳ㙼㜭˅
- ᱟ᭯ㆆငઈՊⲴ〈Җ༴ˈ਼ᰦ䍏䍓
ޜՇ⋏䙊˄ྲ䠁㶽っᇊᣕⲴᙫ㕆
䗁ᐕ˅

2008ᒤǉ⌠ഭ䬦㹼⌅Ǌ㿴ᇊҶ᰾⺞Ⲵ㙼䍓

5

ᆿ㿲ᇑ᭯ㆆṶᷦ˖ᇎ䐥оᡈ
䜘䰘ⴁ㇑
ⴁ⍻仾䲙Ⲵᖒᡀˈ࠶
᷀㜶ᕡᙗˈѫ㾱⌘ޣ
7བྷ亶ฏ˖䠁㶽ᵪ
ᶴǃ؍䲙ᵪᶴǃ䠁㶽
ᐲ൪ǃᡯൠӗǃԱ
ъǃᇦᓝǃ䍒઼᭯ሩ
ཆ䜘䰘

䇶࡛㌫㔏ᙗ仾䲙
֯⭘ཊᐕާˈ࠶᷀㌫
㔏ᙗ仾䲙˖ ֻྲ˖
࣋⍻䈅˗֯⭘䐘䜘䰘䍴
ӗ䍏٪㺘઼㖁㔌⁑ර࠶
᷀ޣ㚄ᓖ˗Āབྷ㘼н㜭
قā䰞仈৺ᛵຳ࠶᷀

᭯ㆆ䇮䇑
• ᭯ㆆ䇮䇑˖অа
᧚ᯭоཊ䟽᧚ᯭ
• ᇎᯭ㤳ത˖ᒯ⌋ᙗ
о䪸ሩᙗ
• ॿ䈳᭯ㆆ㓴ਸ: 䐘ⴁ
㇑ᵪᶴ઼ᆿ㿲㓿⍾᭯
ㆆ
• 䇴ՠ▌൘ᖡ૽

᭯ㆆᇎᯭ
• оަԆⴁ㇑ᵪᶴਸ

• оޜՇ䘋㹼⋏䙊
• ⴁ⍻᭯ㆆⲴᴹ᭸ᙗ
઼㕪䲧

ᖉࢃⲺ᥇ᡎφ
1. ᕕਸᮠᦞ㕪ਓˈᔰਁ࠶᷀ᐕާˈԕᴤྭ䇶࡛㌫㔏ᙗ仾䲙ⲴᶕⓀ
2. ᭩ழ䛓Ӌᴹ࡙Ҿ᭯ㆆᴹ᭸ᇎᯭⲴփࡦᆹᧂ
䠇㷃どᇐᐛ֒Ⲻߩݾᶗ
Ԭφ
ᮠᦞ

Ӫ࣋䍴Ⓚ

㓴㓷㔃ᶴ

䠁㶽っᇊ㙼㜭઼
Ⲵ਼ޡ㙼䍓

⨶һՊ / 䐘ᵪᶴ
ငઈ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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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ഭᖃࡽ䶒ѤⲴ䠁㶽っᇊ䰞仈

1˅
˅䶎䬦㹼ᵪᶴ⭘кॷ˖

2˅ᇦᓝ儈ᶐᵶሬ㠤٪࣑〟

䬦㹼઼䶎䬦㹼ᵪᶴѻ䰤Ⲵޣ㚄ᓖ࣐

਼∄Ⲯ࠶∄

ঐGDPⲴⲮ࠶∄

ॱӯ⌠䬒
45,000

Bank-based
ԕ䬦㹼Ѫ

Market-based
ԕᐲ൪Ѫส

ส

30,000

10,679

16,377

16,618

14,419

13,875

90
80
2011ᒤ㠣2016ᒤ
70
ᒣ൷䙏

19,379

49.7%

60

14.1%

20

79.9
16.8

16

66.2

14

53.212.5

12

50.2

50

10

40

43.1%

15,000

8

30

14,104

17,393

16,148
56.9%

19,196

18,448

19,588

50.3%

6
3.4

20

8.1%

4
2.1

10

-

2012

2013

2014

2015

2
0

0

2011

18

2016

2011

2012

2013

2014

Աъ٪࣑оGDPѻ∄
Աъ٪࣑ᒤ਼∄Ⲯ࠶∄

2015

2016

ᇦᓝ٪࣑оGDPѻ∄
ᇦᓝ٪࣑ᒤ਼∄Ⲯ࠶∄

7

⌘䟺˖Āԕ䬦㹼Ѫสāᤷ⭡੨᭦ᆈⅮⲴ䠁㶽઼ަԆ䠁㶽ᵪᶴᨀؑⲴ䍧ǄĀԕᐲ൪Ѫสāवᤜ㛑ᐲ˄ᐲ٬˅઼٪ᐲ˄٪ࡨ։仍˅Ǆ

1) 䶎䬦㹼ᵪᶴⲴ⭘нᯝкॷ˖ᵚ䇴㓗٪ࡨ
 ԕᐲ൪ѪสⲴ䶎䬦㹼ᵪᶴ˖൘վ࡙⦷⧟ຳѝ䘭≲儈᭦⳺㹼ѪⲴ᧘ࣘлˈᵚ䇴㓗Աъ
٪ࡨਁ㹼Ⲵ∄䟽кॷǄ䘉ᱟᯠ䘁ਁ⧠Ⲵ↓൘㍟〟Ⲵሿර仾䲙⛩Ǆ
o 仾䲙ӽ❦ਟ᧗ˈഐѪ˖1˅ᵚ䇴㓗٪ࡨⲴ㿴⁑䖳ሿ˗2˅ᣅ䍴䲀Ҿ⢩ᇊᣅ䍴㗔փǄ
o аӋԱъⲴ䘍㓖һԦ֯ӪԜ䇔䇶ࡠ䘉а䰞仈˖
- ᐸ൰ᵰφ㠚ᡁ㓐↓ˈԕᴤྭԧṬਁ㹼ᵏ䲀ᴤ䮯Ⲵᯠ٪ࡨ
- ⴇφ⌠ഭཞ㹼઼䇱ⴁՊሩ仾䲙؍ᤱᇶ࠷ⴁ⍻ˈоᣅ䍴㘵⋏䙊ᒦ䆖ަ仾䲙Ǆ
- ⴇ㇗φ࣐ᕪؑᣛ䵢઼ᣕǃቭ㙼䈳ḕˈሩаӋ䍴ӗ㊫࡛Ⲵᣅ䍴䇮ᇊ䲀ࡦǄ
᤹ؑ⭘䇴㓗ࡂ࠶ⲴԱъ٪։仍
ॱӯ⌠䬒
4,000

150

ᵚ䇴㓗٪ࡨਁ㹼Ӫᮠ䟿˄ਣ䖤˅ (3.3%)

2,000

(1.4%
(2.5%) (1.1%) )
14

(0.4%
)

(0.6%)

(1.4%)

129

117

100

66
50
19

9

9
0

0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䟺˖ᵚ䇴㓗٪ࡨᤷ٪ࡨ৺٪ࡨਁ㹼Ӫ䜭нާ༷䇴㓗Ⲵ٪ࡨǄ

ᶕⓀ˖⌠ഭཞ㹼˄2016ᒤ˅ǃ䠁㶽っᇊᣕǄ

13
࡙㾶ⴆ⦷˄ؽᮠ˅

(4.6%)

㓴A

13

䫒䫱

16

㓴B

2,500

500

19

䶎ᣅ䍴㓗

3,000

1,000

ᵚ䇴㓗٪ࡨ
ਁ㹼Ӫᮠ䟿
200

ᵚ䇴㓗

3,500

1,500

ᵚ䇴㓗٪ࡨਁ㹼ӪⲴ䍒࣑ᤷḷ
˄о㹼ъᒣ൷≤ᒣ∄˅

10
㜭Ⓚ

7

ᡯൠӗ

⑨

4

伏૱

1

⑨
-2 0

-5

伏૱
ᡯൠӗ

㜭Ⓚ
1

2

䫒䫱
3

4

5

6

7

㛑ᵳ䍏٪⦷˄ؽᮠ˅
⌘䟺˖ 1˅⦷∄ޣ൷Ѫᒤ∄⦷Ǆ
2˅ശസབྷሿԓ㺘Ҷ٪ࡨ։仍Ⲵ㿴⁑Ǆ
3˅⛩ 㺘⽪Ҷ㹼ъⲴᒣ൷䍒࣑∄⦷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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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䶎䬦㹼ᵪᶴⲴ⭘нᯝкॷ˖ۘ㫴ਸ⽮
 о䬦㹼㊫լⲴ䶎䬦㹼ᵪᶴ˖ۘ㫴ਸ⽮Ⲵᘛ䙏ᢙᕐˈᕅਁҶӪԜሩĀཚཊ㘼н㜭
قā䰞仈৺ަоṨᗳ䬦㹼ޣ㚄䰞仈Ⲵ⌘ޣ
o ᭵ㆌᓊሯφ⌠ഭཞ㹼оᴹⴁޣ㇑ᖃተᇶ࠷ਸˈ࣐ᕪⴁ㇑ṶᷦǄ
ۘ㫴ਸ⽮Ⲵ䍴ӗ઼䍏٪ᙫ仍

ۘ㫴ਸ⽮Ⲵ䍴䠁ᶕⓀо䘀⭘
ॱӯ⌠䬒

ᒤ਼∄Ⲯ࠶∄

2.5

25

2.0

20

1.5

15

1.0

10

0.5

5

0.0

2011
ᒤ12
ᴸ

2012
ᒤ12
ᴸ

2013
ᒤ12
ᴸ

䍧Ⅾ

2014
ᒤ12
ᴸ

⧠䠁઼ᆈⅮ

㛑ᵳส䠁

2015
ᒤ12
ᴸ

ᣅ䍴

ᆈⅮ

0

2016
ᒤ11
ᴸ

2012ᒤ12ᴸ 2013ᒤ12ᴸ 2014ᒤ12ᴸ 2015ᒤ12ᴸ 2016ᒤ11ᴸ

ަԆ䍴ӗ

ُⅮ

ަԆ䍏٪

䍴ӗ

䍧Ⅾ

ᣅ䍴

䍏٪

ᆈⅮ

㛑ᵳส䠁

9

ᶕⓀ˖⌠ഭཞ㹼˄2016ᒤ˅ǃ䠁㶽っᇊᣕǄ

2˅
˅ᇦᓝ儈ᶐᵶ䙐ᡀ٪࣑〟
 ᇦᓝ䜘䰘٪࣑〟ˈ㲭❦ᴹ৫ᶐᵶⲴаӋ䘩䊑ˈն൘аᇊ〻ᓖкሬ㠤Ҷؑ䍧䴰≲л
䱽Ǆަ㛼Ჟᱟ㓿⍾䙀↕༽㣿ˈфᆈ൘ަԆ▌൘н࡙ഐ㍐Ǆ
o ᭵ㆌ㓺ਾφ䘋а↕᭮ᇭ䍗ᐱ⧟ຳ઼/ᡆ᧘ࠪᆿ㿲ᇑ᭯ㆆ˛
o 䍗ᐱ᭯ㆆငઈՊՊ䇞㓚㾱˄2017ᒤ3ᴸ29ᰕ˅˖ Ā ညՐߩᇐ㔪ᤷ Ⲻ᭵ㆌ
⦽уθԛؓᤷᇳᶴⲺ䠇㷃⧥㍝ĊжӑညՐᡆ䇚Ѱ൞䮵ᵕք⦽Ⲻ⧥ູсθ
䠇㷃։㌱Ⲻཧ㺗⣬ᘷՐ㔝㔣㍥〥ĊĊ䘏ਥԛԄԛс߫ᗍ⸛φ൞жᇐぁᓜрθ⭧
ӄᆎ൞уੂⲺⴇ㇗ḽθ䘇ᵕ䙐䗽ѐ䬬㺂ૂщ䰞䠇㷃ᵰᶺҁཌⲺ䚉䘑㺂Ⲻٕ
䍭໔ࣖĈ
ᇦᓝ٪࣑
୶ъ䬦㹼䍧Ⅾ৺GDP䙏
ᒤ਼∄Ⲯ࠶∄

ᒤ਼∄Ⲯ࠶∄

ঐGDPⲴⲮ࠶∄

90 25

20
ᇦᓝ٪࣑оGDPѻ∄˄ਣ䖤˅

16

79.9

12

70

ᇦᓝ٪࣑䙏

8

80

3.4

4
0
տᡯ

2014
⊭䖖

ᶕⓀ˖⌠ഭཞ㹼Ǆ

2015
ؑ⭘

њӪ䍧Ⅾ

2016
Աъ䍧Ⅾ

Աъ䍧Ⅾ
ᇎ䱵GDP

15
10

60 5
50

2013

䍧Ⅾᙫ仍
⎸䍩䍧Ⅾ

20

4.9
3.0
2.0
0.6

0

-5 2013

2014

2015

2016

ަ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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ᆿ㿲ᇑ᭯ㆆüüഭ䱵㓿傼
1

Erlend Nier
ഭ䱵䍗ᐱส䠁㓴㓷
䍗ᐱо䍴ᵜᐲ൪䜘
䍗ᐱоᆿ㿲ᇑ᭯ㆆ༴

㾱⛩
2

y ᆿ㿲ᇑ᭯ㆆⲴᇎᯭާᴹᡈᙗ˄ഭ䜭ᱟྲ↔˅ˈ

䴰㾱ᴹඊᇎⲴࡦᓖสǄ
y ᆿ㿲ᇑ᭯ㆆՊਇࡠഭĀ⑇┿āⲴᖡ૽ˈਟ㜭ᖒᡀ
ⴢ⛩઼ⴁ㇑㕪ਓǄ
y ѫ㾱ᵪࡦ˖
¾
¾
¾

᭦䳶઼࠶ӛؑⲴᵪࡦǄ
䪸ሩᡰᴹᇎփᢙབྷᒢ亴㤳തǄ
ᦅӗ૱઼ᴽ࣑Ⲵ൘仾䲙Ǆ

188

㾱⛩
3

y 䘋а↕᭮ᔰ䍴ᵜ䍖ᡧᱟᴹ⭘ⲴǄ
¾ ҏ㜭߿ቁഭ⑇┿ˈഐѪۘ㫴н㻛䲀ࡦ൘аഭຳǄ
y նਁ⭏䐘ຳ⑇┿Ⲵਟ㜭ᙗՊབྷǄ
¾ ൘䘀⭘ᆿ㿲ᇑᐕާᯩ䶒ਟ㜭䴰㾱ᔰኅൠ४ॿ䈳˄ֻྲˈሩㅹ
ᆹᧂ˅Ǆ

y ҏਟ㜭䙊䗷ԕл䚃ӗ⭏ᯠⲴ仾䲙˖
¾ ᢩਁ㶽䍴˄वᤜཆ≷ᢩਁ㶽䍴˅࣐
¾ ཆ≷ُⅮ࣐
y ਟ㜭䴰㾱ᢙབྷᐕާ㤳തˈԕׯӺਾ᧗ࡦ䘉仾䲙Ǆ

ᡈ
4

y ㅜањᡈ˖ᆿ㿲ᇑ᭯ㆆਟ㜭ਇࡠԕлⲴੁٿᖡ૽˖

н䟷ਆ㹼ࣘˈᡆ㹼ࣘнཏᴹ࣋ǃнཏ৺ᰦǄ˄н
нѪ
˄˅ੁٿIMF 2011ˈNier 2011˅
y Ӿ᭯ㆆ䰞仈Ⲵᵜ䍘ⴻ˖ᆿ㿲ᇑ᭯ㆆ㇑⨶ቮ䜘仾䲙
¾
¾

㹼ࣘⲴྭ༴փ⧠൘ᵚᶕˈ䳮ԕ㺑䟿Ǆ
㹼ࣘⲴᡀᵜሩҾ䠁㶽Աъ઼ُⅮӪᶕ䈤ᴤѪ᰾ᱮǃ・ণᝏਇᗇ
ࡠǄ

y ᖃᆿ㿲ᇑ᭯ㆆਇࡠԕлഐ㍐ᖡ૽ᰦˈ䘉ੁٿᕪǄ
¾ 䠁㶽㹼ъⲴ⑨䈤ᡆ᧗ࡦ
¾ ᭯⋫઼࣋ㄎҹⲴⴞḷ

189

ᡈ
5

y ㅜҼᡈ˖䠁㶽փ㌫нᯝ╄ਈ˗
¾ ㌫㔏ᙗ仾䲙Ⲵ≤ᒣǃᶕⓀ઼࠶ᐳՊਁ⭏ਈॆǄ
y 䠁㶽փ㌫Պнᯝ╄ਈˈԕራ≲㧧࡙ᵪՊǄਟ㜭䪸ሩ

ԕлഐ㍐ਁ⭏╄ਈ˖
¾
¾
¾

䠁㶽ࡋᯠ˄ᢰᵟࡋᯠ˅
ⴁ㇑ተ䲀˄⑇┿䰞仈˅
ަԆ᭯ㆆሬ㠤Ⲵᢝᴢ˄ྲ啃ُ࣡٪Ⲵ䍒᭯ᢝᴢ˅

y ࣘᘱ╄ਈՊᖒᡀĀ᭯
᭯ㆆ㕪ਓāˈഐ↔ˈ䴰㾱᭯ㆆ

亶ฏⲴॿ
ॿ䈳Ǆ
¾

⭡Ҿ䴰㾱ॿ䈳ˈн䟷ਆ㹼ࣘⲴੁٿਟ㜭ՊᕪǄ

ࡦᓖส
6

y ਚᴹާ༷ඊᇎⲴࡦᓖᆹᧂˈᆿ㿲ᇑ᭯ㆆՊᴹ᭸Ǆ

䘉Ӌᆹᧂᓄ⺞؍ᇎ⧠ԕлⴞḷ˄ IMF 2011ˈ2013˅˖
¾

㹼ࣘᝯ˖





¾

㹼ࣘ㜭࣋˖


¾

᰾⺞ൠሶ㙼㜭䍻Ҹ੶ֺ˄ањᵪᶴᡆငઈՊ˅
ѝཞ䬦㹼ਁᥕᕪᴹ࣋Ⲵ⭘
⌅ᖻ⺞ᇊⲴⴞḷ઼䰞䍓ᵪࡦ
ާ༷ᵳ઼࣋⇥ˈަ㤳ത઼ᖡ૽࣋ᓄ䏣ԕ᧗ࡦ仾䲙
| ؑ᭦䳶ǃṑ߶઼ᤷᇊ

⺞؍൘仾䲙䇴ՠ઼㕃䀓ᯩ䶒ᔰኅਸⲴᵪࡦ


ֻྲˈᗞ㿲ᇑᵪᶴ઼䇱ࡨⴁ㇑ᵪᶴⲴ䠁㶽っᇊⴞḷ˄ྲ◣བྷ࡙ӊ
઼㤡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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䇴ՠ઼䀓ߣ⑇┿䰞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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䍴ᵜ㾱≲ᡆᴤѕṬⲴ䍧
䍧Ⅾ䲀ࡦ˄ྲ״㖇ᯟǃ⌒
ޠǃस⢉࡙˅Ǆ

৲㘳᮷⥞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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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FSB-BIS, 2016, Elements of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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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IMF 2017, Increasing Resilience to Large and Vola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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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thcoming IMF Board paper)

192

Fifth PBC-IMF Joint Conference
ㅜӄቺӪ≁䬦㹼-ഭ䱵䍗ᐱส䠁㓴㓷㚄ਸՊ䇞

Rapidly Changing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ᘛ䙏╄ਈⲴ㓿⍾઼䠁㶽㔃ᶴԕ৺ޡޜ㇑⨶
Alfred Schipke

April 28, 2017

1

ҷҺॡࣂیܙ
•

•

↔ࡽ˖һ࣑ර᭯ᓌˈ␡ޕ৲о㓿⍾
䘀㩕
ѝഭ⧠ԓॆ˖ഭᇦᱟ᧘ࣘ㘵
– Ṷᷦˈ㿴ࡉ઼ⴁ㇑
– ᐲ൪൘䍴Ⓚ࠶䝽ѝ䎧ߣᇊᙗ
⭘
– ᣅ䍴ҾĀ䖟ส䇮ᯭā

•
•
•
•
•

བྷ᭯ᓌˈሿѝཞ
ᡱᒣⲴ㯚䞜㔃ᶴ
ᘛ䙏╄ਈⲴ䠁㶽䜘䰘
᭯ᓌ享᧘䘋᭩䶙
ᴤཊ⨳ޘ䏣䘩˄ⓒࠪ/എⓒ˅

2

193

ठ҅͵ҷҺએݛ
ͣએݛ/֡ऺ㔀ͤف
•

ᡈ˖ᘛ䙏╄ਈⲴ㓿⍾㔃ᶴ
–
–

•

䳴ᗳࣳࣳⲴ᭩䶙䇞〻ˈֻྲ˖
–
–
–
–
–

•

㓿⍾нᯝࡋᯠф┑ݵ⍫࣋ˈሩޡޜᴽ࣑
䴰≲нᯝ࣐
ት≁઼Աъ䜘䰘䐘ຳ⍫࣐ࣘ

〾᭦᭩䶙
ѝཞ/ൠᯩ᭯ᓌ䍒ᵳһᵳ᭩䶙˄ֻྲൠᯩ
᭯ᓌ٪ࡨᐲ൪˅
⽮Պ؍䳌᭩䶙
亴㇇Ṷᷦ
ഭԱ᭩䶙

ൠᯩ᭯ᓌ٪ࡨⴁ㇑

ᘛ䙏䮯Ⲵൠᯩ᭯ᓌ٪ࡨᐲ൪˄Ӿ
2013ᒤⲴ0.8зӯӪ≁ᐱࡠ2016ᒤⲴ
10.6зӯӪ≁ᐱ˅
Source: National authorities

3

ठ҅͵ଟ壝Ѽॸ
•

䠁㶽䜘䰘ᘛ䙏ਁኅ
– ؑ䍧儈Աфӽ൘䮯
– 䶎䬦㹼⍫ࣘᙕ䮯
– ᴤ࣐༽ᵲⲴ䠁㶽ӗ૱˄䶎ḷؑ䍧
䍴ӗ˅
– ᯠᐲ൪˄ֻྲሩߢᐕާ˅

•

䠁㶽ࡋᯠⲴ䙏ᓖ
–
–

䱯䟼ᐤᐤⲴ։仍ᇍ˄аᒤণ8500зӪ≁
ᐱ˅
P2PᒣਠⲴᮠ䟿

•

⨳ޘ㤳തⲴԓ㺘ᙗ

•

ᴤ࣐䴰㾱⋏䙊

•

նᱟᙫ䜘ᐕӪઈᮠ䟿勌ᴹਈॆ

ૹҷҺॡࣂݘஅҎૡଟ壝ऻؓ

4

194

ޡޜ㇑⨶˖ഭ䱵∄䖳

ᙱ䜞ާ䇗
δⲴ࠼∊ε

1
ᙱ䜞

ޞ㌱㔕

ѣള
2

ѝഭӪ≁䬦㹼˄PBC˅
3
䍒᭯䜘˄MOF˅
ഭᇦ〾࣑ᙫተ˄SAT˅
ѝഭ䬦㹼ъⴁⶓ㇑⨶ငઈՊ˄ѝഭ䬦ⴁՊ˅
ѝഭ䇱ࡨⴁⶓ㇑⨶ငઈՊ˄ѝഭ䇱ⴁՊ˅
ѝഭ؍䲙ⴁⶓ㇑⨶ငઈՊ˄ѝഭⴁ؍Պ˅

717
1,023
750
662
730
390

0.7
0.2
0.1
2.8
23.6
13.9

105,980
488,192
750,000
23,683
3,097
2,802

2,120
2,700

2.52
12.45

84,050
21,686

2,144
1,232

28.23
91.46

7,596
1,347

ᰐ
ᰐ

ᰐ
ᰐ

1,238
3,680

ᰐ
47.98

ᰐ
9,636

㗄ള
䍒᭯䜘
㚄䛖༷ۘ㌫㔏˄㖾㚄ۘ˅
◩ཝӐ
䍒᭯䜘
4
◣བྷ࡙ӊ༷ۘ䬦㹼˄RBA˅
㚊ਾ⧁ള
䍒᭯䜘
㤡Ṭޠ䬦㹼˄BOE˅

ᗭള
1,864
㚄䛖䍒᭯䜘
㚄䛖䬦㹼
4,623
䍴ᯉᶕⓀ˖ᵪᶴᒤᓖᣕǃ⎧ཆਁኅ⹄ウᡰᣕǄ
1. ᙫ䜘Ӫઈ䝽㖞ᡆ㚄䛖а㓗ⲴӪઈ䝽㖞Ǆ
2. нवᤜঠ䫎䙐ᐱޜਨԕ৺ަԆᖂѝഭӪ≁䬦㹼ᡰᴹⲴޜਨ઼ޡޜᵪᶴǄ
3. нवᤜᖂ䍒᭯䜘ᡰᴹⲴޜਨ઼ޡޜᵪᶴǄ
4. нवᤜঠ䫎䙐ᐱޜਨǄ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