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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实践

跨境人民币结算是商业银行

在央行政策范围内，为企业提供

的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相关

结算服务。2009年 4月 8日，国务

院会议正式决定，在上海、广州、

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开展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同年 7月 1

日，由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

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和银监会共

同制定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试点管理办法》正式实施。2011年

7月 27日六部门再次联合发布关

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

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为了

不断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几乎

每年都会出台新的举措和规定，

从结算领域的扩展，到结算企业

管理制度的完善，到结算流程的

简化，跨境人民币结算稳步向前

推进。2019年 9月，人民银行发文

在全国 18 个自贸区开展更高水

平的跨境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

试点，此后各地方按央行要求的

自律机制陆续推出优质企业跨境

人民币结算便利化方案，人民币

跨境结算便利化开始提速。1月 4

日，央行、发改委、商务部、国资

委、银保监会以及外汇局等六部

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跨

境人民币政策 支持稳外贸稳外

资的通知》（以下简称《新规》），新

规于 2021年 2月 4日正式实施，

标志着人民币跨境结算便利化改

革再上新台阶。新规包括五个部

分，共十五条，涵盖围绕实体经济

需求推动更高水平贸易投资人民

币结算便利化、进一步简化跨境

人民币结算流程、进一步优化跨

境人民币投融资管理、便利个人

经常项下人民币跨境收付、便利

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使

用等五个方面内容。新规的实施

主要围绕加强跨境人民币的流动

性，提高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便利

性，拓宽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适用

范围等方面展开，这不仅有利于

推进高水平贸易和投融资双向开

放，促进贸易新业态的发展，对于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提升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

位，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速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新政实施背景

（一) 跨境人民币结算金融设

施不断完善

跨境人民币业务从 2009 年

正式启动以来，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的稳步发展，从进出口

贸易扩展到境外人民币放款、借

入境外人民币等跨境投融资领

域。人民币跨境结算由商业银行

提供结算服务，结算模式主要采

取代理行模式、清算行模式和非

居民账户模式，这三种模式均要

通 过 中 国 现 代 化 支 付 系 统

（CNAPS）开展。中国现代化支付系

统（CNAPS）是由大额支付系统

（HVPS） 和小额批量支付系统

（BEPS）两个应用系统组成的，主

要是满足国内银行间人民币支付

清算业务，在进行跨境人民币清

算时具有运营时间有限、与国际

清算系统接口无法完全匹配、结

算速度慢等局限性。随着人民币

跨境业务的迅速发展，对金融基

础设施的匹配度要求越来越高，

加之缺乏独立的海外支付清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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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结算效率和金融安全都得不

到保障。2012年 4月，我国央行决

定开发独立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

统，2015年 10月 8日人民币跨境

支付系统 CIPS正式启动，2018年

3 月 26日，CIPS 系统（二期）成功

试运行，该系统覆盖了全球各个

时区金融市场，支持全球支付，满

足全球用户对人民币业务的需

求。CIPS的启动为人民币跨境清

算提供了畅通的渠道，为人民币

跨境流动搭建了高速公路。随着

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增强，加入中

国跨境支付系统的金融机构逐渐

增多，截至 2020 年 7 月底，已有

97个国家和地区的 984家金融机

构加入了中国的跨境支付系统。

CIPS 和 CNAPS 两个系统相互独

立，又互联互通，为不断扩大的跨

境人民币结算提供了便利和有效

的基础支撑。

（二）跨境人民币结算需求不

断增长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和跨境投

资的快速增长，人民币跨境使用

活跃度持续提升。根据人民银行

发布的 2020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

告，2019 年人民币跨境业务增长

迅速，全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

为 19.67 万亿元，同比 增长

24.1%，占同期本外币跨境收付总

金额的 38.1%，创历史新高。其中

净流入 3606 亿元，超过 2018 年

净流入的两倍多。2020年上半年，

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 12.7 万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6.7%。使

用人民币支付结算，不仅可以降

低企业汇兑风险、结算成本，而且

便利企业财务核算和资金管理，

所以国内 85%的外贸企业愿意选

择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的主要币

种。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选

择人民币作为跨境结算货币，境

外企业对人民币的使用意愿也在

逐年创新高。根据中国银行连续

7年开展的对全球 3000多家工商

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调研，最新结

果显示，近 70%的境外企业打算使

用人民币或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使

用比例，约 80%的境外企业考虑

使用人民币作为融资货币，这一

占比为近年来最高水平。此外，我

国周边国家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人民币使用增长更为迅速。2019

年，我国与周边国家人民币跨境

收付金额约为 3.6万亿元，同比

增长 18.5%，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

2.73万亿元，同比增长 32%。随着

人民币结算的优势被越来越多的

市场主体认可，需要提供更为便

利的结算措施来满足不断增长的

人民币跨境结算需求。

（三）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务

大幅增加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逐步开

放，人民币在岸市场与离岸市场

日趋活跃，跨境人民币投融资业

务大幅增加。与以往主要是贸易

项下的增加不同，2019 年人民币

跨境收付的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

项目，尤其是跨境证券投资的增

长。2019年，直接投资项下人民币

跨境收付金额为 2.78万亿元，同

比增长 4.5%，而证券投资项下人

民币跨境收付金额为 9.51 万亿

元，同比增长 49.1%。证券投资人

民币跨境收付金额的大幅增长主

要是源于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的步

伐不断加大，人民币跨境投融资

渠道不断拓宽，为境内外投资者

提供了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目

前，QFII 和 RQFII 投资额度限制

已逐步放开，投资范围不断扩展，

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日趋完善。

境外投资者可以通过 RQFII、沪深

港通、债券通等多种渠道投资境

内金融市场，境内投资者也可以

通过 RQDII机制投资境外金融市

场以人民币计价的各种金融产

品，境内外资本市场进一步联通。

截至 2019年末，境外主体合计持

有境内股票、债券、贷款以及存款

等人民币金融资产金额为 6.41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3%。同时，

境外主体在境内金融市场发行熊

猫债进行人民币融资的规模也在

上涨。根据交易商协会数据显示，

截至 2020 年 8 月，共有 60 家境

外机构在我国银行间市场发行

172单债券，发行规模为 3041.8

亿元人民币，发债主体涵盖各国

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

业等在内的各类境外机构。境外

主体对人民币跨境投融资需求持

续增长，尤其是在全球主要经济

体普遍处于极低利率甚至负利率

的背景下，人民币资产作为避险

资产的特征愈发明显，境外主体

增持人民币金融资产的热情高

涨，中国资本市场已成为全球最

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跨境人民

币投融资业务的大幅增加，需要

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币投融资管

理。

二、新政实施的意义

（一）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西方一些国家单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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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重拾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

化趋势加剧。加之新冠肺炎疫情

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不确定性加大。面对复杂多变的

外部环境带来的挑战，中央明确

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 年 7 月

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

谈会上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

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

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

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新

格局的形成必须充分发挥我国市

场规模优势，以日益强大的国内

市场为依托，推进更高水平的对

外开放，通过强化开放合作，更加

紧密地同世界经济互联互动，促

进内外市场的融合发展。这和当

前推进资本市场改革、拓宽境外

投资范围、扩大外资准入领域，推

动更高水平贸易投资发展都是相

契合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

局需要稳定的金融环境、逐步开

放的金融市场以及强有力的金融

支持，新规进一步优化跨境人民

币业务，毫无疑问对稳定外贸外

资基本盘，维持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起到助力的作用。

（二）推进高水平贸易和投融

资双向开放

2020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仍然达到 32.16 万亿元人民币，

比 2019年增长 1.9%，外贸规模创

下历史新高。在引入外资方面，

2020 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

9999.8亿元，吸引外资同比增长

6.2%，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

引资总量、增长幅度和全球占比

均得到提升。新规的发布，不仅更

加方便境内机构人民币跨境使

用，而且为境外机构更好地参与

国内金融市场提供了机遇，有助

于推进高水平贸易和投融资双向

开放。新规取消外商投资企业利

用资本金再投资、利润再投资专

用存款账户开立的规定，将跨境

人民币资本金与外债资金在境内

使用与外币业务一视同仁，便利

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增强

了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信心。

支持进出口企业凭电子收付款指

令和电子单证办理跨境人民币贸

易结算，提高结算效率，便利企业

资金管理。新规将外币境外放款

余额的币种转换因子由 0 调整至

0.5，随之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

将境内企业境外放款的宏观审慎

调节系数由 0.3 上调至 0.5，境

内企业境外放款的上限相应提

高，这两项调整进一步推进人民

币跨境使用，促进跨境资金的双

向均衡流动。此外，新规还允许境

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接收

境外同名账户汇入的人民币资

金，便利离、在岸资金划转，推动

境内、外资金良性循环，为构建高

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营造良好

的金融环境。

（三）促进贸易新业态的发展

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均不

同程度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我国也不例外，但仍然成为全球

唯一实现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

经济体，这主要得益于外贸新业

态的蓬勃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

式的发展对我国出口增长做出了

重要贡献。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

全年跨境电商进出口 1.69 万亿

元，增长 31.1%，其中出口 1.1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0.1%，进口

0.57万亿元，同比增长 16.5%。市

场采购 2020 年出口 7045.4 亿

元，增长 25.2%。随着跨境电商以

及市场采购的迅猛发展，新业态

新模式已成为稳外贸的重要力

量。贸易新业态多元的市场主体，

对高效便捷的金融服务有着更大

的诉求。目前，跨境零售平台主要

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信用卡收

款，然后进行结汇和中国国内收

款服务，企业在资金安全和合规

方面存在一定隐忧。新规将银行

引入跨境结算业务中，支持银行

在满足交易信息采集、保证真实

性的前提下，凭交易电子信息直

接为跨境电商等市场主体办理跨

境人民币贸易结算，大大提升了

资金划转效率，保障结算的规范

化。支持境内银行与境外清算机

构、非银行支付机构在依法合规

的前提下合作为跨境电商、市场

采购贸易方式、外贸综合服务等

贸易新业态相关市场主体提供跨

境人民币收付服务，最大程度满

足实体经济需求，进一步促进贸

易新业态的发展。

（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加速

2009年 7月六部委下发《跨

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

法》，人民币开启国际化进程。从

贸易结算到投融资，再到储备货

币，人民币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三

大贸易融资货币、第五大支付货

币和第五大储备货币。从央行发

布的《2020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来看，2019年，人民币支付货币功

能、投融资货币功能不断增强，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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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持续保持

稳定。2020年一季度，人民币在全

球 外 汇 储 备 中 的 占 比 升 到

2.02%，比 2016 年加入特别提款

权货币篮子(SDR)时增长近一倍。

全球有超过 70 个国家的央行或

者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

备货币。按照花旗银行于 2020年

8 月发布的报告所言，弱美元的

货币环境将进一步加速人民币的

国际化，预计到 2030 年，人民币

将以 7.94%的占比，跃升为全球

第三大支付货币，人民币国际化

发展势头良好。新规放宽对部分

资本项目人民币收入使用限制，

优化境内企业境外人民币借款账

户管理，简化境内企业人民币境

外放款业务管理，增强人民币在

进出口贸易和投融资领域的适用

性，提升人民币跨境结算的操作

便利性，同时带动海外人民币需

求的增加，进一步推动人民币从

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向国际投融资

货币升级，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

程提速。

三、新政实施下金融机构

的积极应对

按照新规，境内银行可以为

相关企业办理货物贸易、服务贸

易跨境人民币结算，以及资本项

目人民币收入（包括外商直接投

资资本金、跨境融资及境外上市

募集资金调回等）在境内的依法

合规使用。在此之前，这些措施只

能在自贸区内试点执行。跨境人

民币业务限制放宽，为银行和非

银行支付机构扩大经常和资本项

目下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提供了机

遇，应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同时，金融机

构在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时应根

据“展业三原则”要求，对业务需

求进行合规性审查，防范业务风

险，切实履行金融机构义务。

（一）加快跨境人民币业务创

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新规强调国内银行应不断丰

富人民币金融产品，满足市场参

与主体多元化的业务需求，增强

境外主体持有以及使用人民币的

意愿，拓展人民币适用范围，为市

场参与者在对外贸易活动和国际

合作中使用人民币提供高效便捷

的金融服务。跨境人民币结算快

速发展的背后，是源于企业对结

算的需求旺盛。从相关数据来看，

目前办理跨境人民币结算的企业

日益增多，涵盖包括大型国企、跨

国企业集团、民营企业等在内的

各类企业，而商业银行提供的结

算和贸易融资业务恰好可以满足

大部分企业的人民币结算和融资

需求。面对这一机遇，相关金融机

构除了有序推进各项政策落地，

发挥自身在监管机构及企业间的

桥梁作用以外，更需要加快跨境

人民币业务和产品的创新，以满

足不同市场主体在跨境人民币业

务中的需求，更好地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以跨境电商等新业态为

例，需积极探索跨境电商差异化

特色金融服务方案，为市场主体

提供更加高效、便捷、低成本的跨

境结算服务，帮助跨境电商企业

更好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

（二）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风

险管理，履行金融机构义务

金融机构在加快跨境人民币

业务创新，不断丰富人民币金融

产品的同时，应加强跨境人民币

业务风险管理，包括增强员工风

险管理意识，加强风险管控能力

建设，提高对跨境风险的识别、评

价以及控制能力，尤其要加强跨

境异常资金流动监测，按照规定

向金融监管部门及时报送相关信

息。针对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

接投资、证券投资以及贸易融资

等各项目下重点管控内容，进行

有效梳理和细化，将展业规范相

关要求纳入金融机构日常内部操

作制度中，全面提升业务合规管

理水平，严守金融风险底线。此

外，在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和反逃

税义务等严监管领域，金融机构

可以通过建立风险信息共享机制

和反洗钱合作机制，开展同一金

融集团内部关注名单联动核查工

作，促进风险防控关口前移等，切

实履行相关义务，有效防控洗钱、

恐怖融资和逃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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