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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实践

2009年我国实行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以来，我国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提速，形成了香港、新加坡

和伦敦离岸人民币市场。2016年

人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SDR货币篮子。2021 年第一季度

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总额上升

到 2874.6亿美元，占全球官方外

汇储备构成的 2.45%。在资本项

目尚未实现自由兑换的条件下，

人民币国际化快速发展也带来了

货币职能结构性失衡问题，跨境

贸易结算人民币比重过高，投资

和储备职能的人民币比重偏低。

2021年 6月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

会 SWIFT 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在全

球支付占比仅为 1.9%。美元和欧

元在全球投资和外汇储备量仍居

于绝对优势地位，美元和欧元占

全球外汇交易量的 3/4、全球债券

发行量的 3/4 和全球外汇储备量

的 90%。

2015年 8月人民币汇率形成

机制改革实施，在美国加息政策

的影响下，全球实行盯住美元汇

率机制的国家，本币大幅贬值，人

民币汇率也由单向升值向双向波

动转变，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放缓。

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路径反思，

人民币应当遵循先区域化后国际

化的道路。经济高度一体化的中

国 -东盟自贸区是我国最优货币

一体化区域，可以实行先人民币

东盟区域化后人民币国际化的道

路。

一、中国 -东盟自贸区人

民币区域化的现状及发展条件

（一）中国 -东盟自贸区人民

币交易的现状

中国 -东盟自贸区银行间外

汇市场交易品种增加，人民币跨

境金融体系不断完善。我国已经

实现了与马来西亚林吉特、新加

坡元、泰铢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直接挂牌交易以及广西实现人民

币对越南盾和柬埔寨瑞尔银行间

外汇市场的区域交易。东盟国家

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

西亚等国有较为发达的金融系

统，可以搭建安全、高效、便捷的

人民币跨境清算系统，不仅可以

为跨境贸易结算提供便利，还可

以为人民币跨境投资和人民币债

券投资提供技术支撑。

东盟成员国与我国建立多层

次货币合作关系，形成了离岸金

融市场、清算行、本币结算等多种

形式的本币合作。新加坡人民币

离岸市场成为全球仅次于香港和

伦敦的第三大人民币离岸市场，

已经形成较为稳定的人民币同业

拆借利率和人民币存款利率。

2019年新加坡离岸市场累计发行

人民币债券达到 550 亿元。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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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泰国和菲

律宾的中央银行也相继签订了人

民币清算安排，与老挝和越南货

币当局签订了本币结算协议，与

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签署了促进

本币进行双边贸易和直接投资结

算的谅解合作备忘录。截止 2019

年末中国 -东盟自贸区成员国已

经有 200多家商业银行及其分支

机构与我国商业银行及分支机构

建立代理行合作关系。

（二）中国 - 东盟自贸区成员

国的汇率形成机制有利于实现各

国货币的直接交易

中国 -东盟自贸区成员国都

采用盯住美元或者盯住以美元为

主的一篮子货币制度，有利于形

成相对稳定的人民币与东盟各国

的汇率，东盟各国投资人民币无

汇率风险。我国外汇交易中心也

已经对东盟国家货币越南盾、泰

铢、马来西亚林吉特，银行区域间

外汇交易市场也对柬埔寨瑞尔进

行报价。目前人民币对东盟国家

货币的汇率中心价是由人民币对

美元的汇率中心价和东盟国家对

美元汇率中心价套算构成，实行

人民币对东盟国家货币直接交易

后，人民币对东盟国家货币的汇

率中心价可以由做市商报价构

成，由我国外汇交易中心每日开

盘前向银行间外汇市场做市商询

价构成。

（三）中国 -东盟自贸区经济

一体化程度高

中国 - 东盟自贸区产业互

补，对外贸易持续快速发展。中国

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

济体，与东盟自贸区成员国互为

第一大贸易伙伴。1990年《马斯特

里赫特条约》提出了欧元区五项

主要经济指标的趋同性，只有在

欧元区各国通货膨胀率、长期利

率、财政赤字、汇率、外债占 GDP

比重趋同的条件下，才能启动欧

元。这五项指标也成为衡量区域

经济一体化程度的重要指标。中

国 -东盟自贸区的某些主要经济

指标 也保持高度的趋同性。

2010-2019年间，中国 -东盟自贸

区成员国通货膨胀率在 2%-6%；

经济增长率在 5%-7%，通货膨胀

率和经济增长率具有高度相似和

保持在合理范围内。由于我国与

东盟国家基本采用盯住美元或者

盯住以美元为主的一篮子货币的

汇率形成机制，因此我国人民币

与东盟国家货币之间的汇率可以

保持相对稳定。在外债占 GDP 比

重方面，除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

度尼西亚外债比重偏高外，我国

和东盟其余国家的外债占 GDP 比

重均低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

“外债占 GDP 比重不超过 60%”的

规定。

二、中国 -东盟自贸区推

动人民币区域化的政策措施

（一）人民币与东盟国家货币

互换范围扩大

中国已经与东盟多国签订了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08年美国

次贷危机爆发，实行盯住美元的

汇率形成机制的东南亚国家资本

外流，出现国际收支危机。《清迈

协议》的危机救助机制因成员国

的繁琐程序并未发挥有效作用，

东盟成员国不得不通过与美联储

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应对国际

收支危机。次贷危机后，一些东盟

国家增加了与中国的货币互换。

经过多次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续

签，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货币

互换规模突破 10000 亿元。马来

西亚中央银行和印度尼西亚中央

银行与我国中央银行人民币互换

协议的规模分别达到 1800 亿元

和 2000亿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与我国中央银行签订了 3000 亿

元的人民币互换协议，泰国银行

与我国中央银行签订了 700亿元

的人民币互换协议。

（二）我国与东盟自贸区开发

性金融取得初步成果

以我国为主导的亚洲基础设

施银行为东盟自贸区国家的能源

及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信贷融资。

我国国家开放银行发挥开发性金

融的优势，设立了 100亿元人民

币额度的中国 - 东盟银联体专项

贷款。随着东盟自贸区基础设施

项目的推进，东盟国家需要大量

发行债券进行融资，对人民币债

券的需求将上升。我国银行面向

东盟国家发行的多品种人民币债

券得到东盟国家投资者的积极认

表 1 中国人民银行与东盟主要国家货币互换协议一览表

东盟国家 人民币互换规模（亿元） 互换协议签订时间 有效期

马来西亚 1800 2018 三年

印度尼西亚 2000 2018 三年

新加坡 3000 2018 三年

泰国 700 2018 三年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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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

（三）东盟成员国对人民币跨

境流动的监管

东盟国家金融自由化程度不

同，对人民币跨境流动的监管措

施也不相同。马来西亚、泰国、印

尼和菲律宾由于已经实行本币资

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或者实行较

为宽松的外汇政策，允许当地居

民和非居民在境内开立人民币账

户，允许将人民币自由兑换成本

币使用。越南等国由于对资本项

目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不允许

当地居民和非居民在境内开立人

民币账户，只允许边境地区企业

和边民在边境地区银行开立人民

币账户。

三、中国 -东盟自贸区人

民币区域化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人民币区域化发展滞后

且发展不平衡

人民币在东盟自贸区交易额

与中国 -东盟自贸区的贸易地位

明显不相称。新加坡人民币离岸

市场交易规模远远落后于香港和

伦敦人民币离岸市场交易规模。

SWIFT 报告指出，2019 年新加坡

离岸市场人民币支付量占全球的

6.4%，是全球第三大人民币离岸

市场，远低于全球第一大香港人

民币离岸市场的 69%市场占有率。

2019年末，新加坡人民币存款余

额 1180 亿元，仅为新加坡全部存

款余额的 3.3%。人民币区域内投

资货币和储备货币职能远远落后

于贸易结算货币职能，人民币货

币职能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

人民币跨境支付高度集中于新加

坡人民币离岸市场，其他国家人

民币跨境支付低。东盟国家人民

币交易市场也存在严重的不平

衡。按照市场化程度由高到低，东

盟国家人民币交易大致可以分为

以下几类。第一层次是新加坡，已

经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全球第三

大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第二层

次是马来西亚，实现本币在资本

项目下自由兑换，允许人民币在

本国境内进行投资银行间债券市

场，对人民币投资证券市场不设

立投资准入制度和投资额度限

制。第三层次是泰国、菲律宾等

国，允许人民币在本国银行间债

券市场进行投资，但是对人民币

投资证券市场实行投资准入制度

和投资额度限制。第四层次是越

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对

人民币投资本国国内证券市场实

行严格管制或者尚未开放本国证

券市场。2012年柬埔寨才建立证

券交易所，2015 年缅甸才成立了

第一个证券交易所，尚未向境外

开放银行间债券市场。

（二）东盟国家金融合作机制

落后制约了人民币区域化发展

东盟国家货币金融合作相对

滞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东盟国家意识到要加强区域货币

金融合作，以应对区域性金融危

机。2000年东盟 10+3财长会议在

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区域性货

币互换网络协议》（即《清迈协

议》）。《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金

融合作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性

成果，建立了以货币互换为基础，

旨在解决本区域短期流动性困

难，弥补现有国际金融制度安排

的不足。

由于东盟国家货币金融合作

仅限于双边货币互换，金融救助

机制手续繁琐，限制了《清迈协

议》救助机制的效用。《清迈协议》

下的外汇储备库，并非各国实际

出资，只有当发生国际收支危机

后，各国才按照出资的比例向发

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国家提供贷

款。由于东盟成员国缺少国际收

支危机贷款的经验和技术，以及

美国对成立东盟外汇储备库的压

力，《清迈协议》的外汇储备库规

定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挂钩的

贷款条件，双边货币互换额度仅

为基金规模的 20%，即仅安排 480

亿美元的双边互换规模。其余

1960亿美元仍旧要依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苛刻的条件进行贷款。

因此东亚外汇储备金救助国际收

支危机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

义。2008年次贷危机冲击全球金

融市场，东盟国家货币出现大幅

贬值，《清迈协议》的救助机制没

有发挥明显的救助作用，印度尼

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等国不得不

直接与美国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

议，而不是通过《清迈协议》的救

助机制来解决国际收支危机。

四、结论与建议

（一）通过人民币直接投资推

动人民币在东盟自贸区投资和储

备功能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国

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在

中国 - 东盟自贸区有着机构互

设、资金互融、监管互动、人员互

联和信息互通的优势，应当充分

利用东盟国家基础设施项目缺少

资金的条件，积极以股权抵押贷

款及主权担保贷款等方式提供投

资服务，也可以针对不能提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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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信用担保的项目，采取成立信

托投资基金，引入公司合作伙伴

关系模式。

东盟国家在电站、桥梁、公

路、机场和码头基础设施建设能

力有限，我国在工程承包和劳务

输出上具有显著的优势，目前东

盟国家已经成为我国海外重要的

工程承包市场和劳务市场。我国

可以采用“跨国公司 +项目外包 +

银行信贷”的方式为东盟国家基

础设施项目进行人民币融资，东

盟国家的企业可以将所持有的人

民币资产向我国工程承包支付原

材料、技术和劳务费用，既减少了

东盟国家外汇的支付，又有利于

人民币在东盟国家的推广和流

通。

我国银行可以成立中国 -东

盟投资基金，通过股权、可转债、

银行贷款等形式推动人民币参与

中国 - 东盟自贸区的产业融合，

推动以人民币股权投资的方式参

与东盟企业的发展。

（二）对东盟国家采取合理的

人民币回流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我国引进

外资的重要途径，应逐步放宽对

人民币 FDI应用领域和投资主体

的限制，允许持有人民币的东盟

投资者直接使用人民币对我国进

行投资。允许东盟国家投资者投

资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可以取

消东盟国家货币当局的合格境外

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

投资者（RQFII）的投资额度限制，

使得东盟国家货币当局成为我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重要投资者。

推动人民币面向东盟跨区域使

用，使人民币债券成为东盟国家

货币当局的储备资产，形成境外

人民币资金在离岸和在岸市场的

双循环体系。当东盟国家货币当

局人民币储备资产达到一定比

重，可以进一步放宽东盟国家机

构投资者参与到我国银行间债券

市场二级市场的交易和一级市场

的发行，最终使人民币资产成为

东盟国家的投资资产和储备资

产。

完善境外人民币跨境清算基

础设施建设。提升我国人民币向

东盟国家跨境贸易和投资的统计

监测功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引入实时全额结算模式，满足东

盟国家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投

融资业务的需要。对回流的人民

币资金规模进行额度管理，对资

本项目下各类别的资金进行合理

的引导和调配，预防投机资本跨

境大规模流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

市场，对我国境内人民币在岸市

场和东盟国家人民币市场的冲

击。

（三）深化 RCEP 框架下我国

与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及金融合

作

2020 年 11 月，在东盟 10+3

框架下由东盟国家主导的 RCEP

协议正式签署。RCEP协议将中国

- 东盟自贸区合作扩大到金融服

务领域，提出进一步降低市场准

入门槛，投资方式不仅局限于传

统的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还包

括了法人股票、其他形式的参股

和由此派生的权利，法人的债券、

贷款、其他债务工具及派生权利。

应当充分利用 RCEP 协议的金融

领域合作达成的共识，新加坡独

特的区位优势和发达的金融市

场，在新加坡发行人民币债券和

扩大人民币投融资范围，通过新

加坡离岸市场扩大人民币在东盟

国家影响力，使得新加坡离岸市

场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民币贸

易结算、投融资和储备资产的中

心。

中国与东盟国家金融市场开

放具有不对称性，RCEP 协议对中

国与东盟国家相互开放金融市场

做出了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当允

许在其领土内设立的另一缔约方

的金融机构进入由公共机构运营

的清算和支付系统，并以正常的

商业条件获得融资安排”。我国应

当与东盟国家开展多层次、多领

域的金融合作创造条件。首先，应

当积极推动和引导双边金融机构

互设分支机构，引导东盟国家金

融机构在我国设立分支机构，鼓

励东盟国家金融机构来我国参股

银行等金融机构，鼓励我国符合

条件的金融机构到东盟国家设立

分支机构。放松中国 -东盟自贸

区开展人民币业务的管制，允许

我国境外金融机构以及东盟国家

在我国的金融机构开办人民币业

务，使得东盟国家持有的人民币

既有一定的收益性，又能利用所

持有的人民币开展贷款、结算、贸

易融资、信用证等业务，提升东盟

国家持有人民币的信心和动力。

（四）逐步实现人民币在东盟

国家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资本项

目划分为 7大类 40小类。我国除

期权期货交易少数项目外，有 36

项实现了部分可自由兑换和基本

可自由兑换，对各项目实行较为

严格的投资准入制度和投资额度

限制。我国应当按照“先放开长期

资本管制、后放松短期资本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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