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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区人民币货币替代
棘轮效应实证研究

尤 佳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020）

内容提要：本文使用含有棘轮效应的货币替代理论模型，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对 2005年 3月至 2018年 10月香港地区的人民币对港币货币替代程度进行分析，并与

美元在香港的替代效应进行对比，发现人民币在香港虽然仍为次要货币，但人民币货币

替代已在当地出现类似成熟国际货币的棘轮效应，且主要为交易媒介职能上的货币替

代，交易网络的惯性将有助于人民币货币替代程度的持续推进。棘轮效应的形成是以香

港与内地活跃的经济活动为市场基础，同时依靠两地政府积极推行人民币离岸市场发

展政策。因此建议继续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利用棘轮效应扩大人民币交易网络，利用

新技术降低人民币境外交易成本，增强中资金融机构海外服务能力，全方位提高人民币

货币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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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引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引出

自 2009年人民币国际化正式启动以来，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持续稳步推进，于 2016年 10月加入
SDR货币篮子，并不断拓展其在对外直接投资、外
商直接投资、国际证券市场投资等领域的使用渠

道，促使人民币成为目前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香

港从 2004年开始试点人民币业务，2009年正式成
为最早设立的离岸人民币中心，也是目前最大、最

活跃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根据香港金管局 2018年
年报，截至 2018年底，人民币客户存款（包含存款

证）余额为 6577亿元人民币，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
民币资金池；未偿还点心债 1642亿元人民币，是全
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香港人民币即时支

付结算系统（RTGS）平均每日交易额为 10101亿元
人民币；2017年香港处理人民币支付交易占全球比
例超七成 [1]，以上数字均说明了香港在全球离岸人

民币业务中的领导地位。但就国际货币市场整体而

言，人民币在全部国家和地区的支付份额占比依然

较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中心—外围”体系

在短时期内不会被打破，人民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还将作为外围国际货币而存在，因此，人民币

亟待建立自身的支付网络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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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替代现象是指外币对本币在货币交换媒

介、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贮藏价值的四个职能上

一种或多种的替代，从货币国际化进程来看，货币

替代是一种法定货币实现国际化、履行世界货币职

能的基础，因此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以及境外经济活

动中实现对当地货币的替代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的重要环节。由于香港人民币市场发展最早、规模

最大，透过香港离岸市场的发展来了解人民币货币

替代的程度变化是比较具有典型性的。本文的研究

目的是通过实证分析验证香港地区人民币货币替

代程度，人民币交易网络是否已形成一定规模、存

在棘轮效应，并与美元货币替代情况进行比较，

以衡量香港地区人民币国际化政策的推行成果。

（二）文献综述

经典货币替代理论对货币替代的成因、影响因

素、经济效应等都有较为成熟的研究，货币替代的

主要影响因素包括：货币的真实收益率、汇率因素、

居民财富水平或国民收入水平、制度因素等。同时，

货币替代现象往往是伴随着本国经济不稳定状态

而产生的，学者们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即便一国经

济成功采取了遏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依然无法减轻

国内经济主体使用外币的现状，这种现象被称为货

币替代的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有大量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除拉美国家在 20世纪 70-80年代经历
宏观经济剧烈动荡后展现出明显的货币替代棘轮

效应之外，东南亚、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也发生了

类似现象，无论经济波动程度剧烈与否，货币替代

的棘轮效应是普遍存在的。

除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证明棘轮效应存在之外，

货币替代棘轮效应的形成机制同样是重点研究的

问题。Freitas（2004）等学者提出，棘轮效应是由于持
币信心调整存在周期，在调整期内即便没有发生高

通货膨胀，外国货币也不会被放弃作为交易媒介[2]。另

一些学者认为外币学习成本是产生棘轮效应的重

要原因，当使用本国货币的机会成本过高（如本币

快速贬值时），人们会选择使用新货币并承担相应

的学习成本，Mueller（1994）[3]、Uribe（1997）[4]、Peiers

和Wrase（1997）[5]等人均指出，使用外币购买商品能

够使整体经济积累相关知识，从而使得货币替代展

示出棘轮效应。此外，有学者研究认为地下市场交

易（Melvin 和 Peiers，1996）[6]、不确定性（Neanidis和
Savva，2006）[7]、资本市场结构特性（Winkelried 和
Castillo，2010）[ 8 ]、金融监管框架（Kubo，2017）[9]等

其他原因也可能会导致货币替代棘轮效应的出现。

在棘轮效应的影响方面，对于被货币替代国而

言，货币替代的棘轮效应意味着反向货币替代政策

推行难度提高。Guidotti和 Rodriguez（1992）的“无行
动区间（inaction band）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针
对货币替代问题制定经济稳定目标时，不仅是要达

到合理的通胀水平，更要考虑本币的反货币替代收

益要大于外币的货币替代成本，只有通货膨胀降低

到此临界值以下，反货币替代才可能发生[10]；Thaariq
和Wahyuni（2019）指出反货币替代政策不仅在于控
制通货膨胀水平，更需要多种宏观货币政策和财政

政策工具协同使用[11]；被货币替代国只有实现全面

的宏观经济稳定，方能逆转已经存在的货币替代现

象（Bo觢njak，2018）[12]。而从货币替代国的角度来看，

棘轮效应将使货币替代进入正向反馈进程。棘轮效

应的存在使国际货币预期使用者交易成本降低

（Morales和 Reding，2002）[13]，形成网络效应（Valev，
2010）[14]，货币替代的进程可以自然处于多个稳定状

态（Shinkevich 和 Oomes，2002）[15]，货币国际化目标

也自然相应地推行得更为顺利。柴瑜（2013）指出交
易网络的存在会使现有国际货币形成历史惯性 [16]。

因此，对于货币替代国而言，货币替代是否存在棘

轮效应也成为证明货币替代程度的显著指标。

以上研究主要都是在货币替代经典理论框架

内检验棘轮效应的存在并讨论其形成机理，在研究

方法和数理模型上均对人民币货币替代棘轮效应

问题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在覆盖面上仍有不

足，一方面，多数研究是站在被货币替代国角度，分

析如何克服棘轮效应，提高反向货币替代政策的有

效性，而较少文献从货币替代国的角度探讨如何扩

大交易网络，形成棘轮效应；另一方面，现有文献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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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是针对美元货币替代棘轮效应问题的研究，对

人民币货币替代的棘轮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的材料

很少。针对以上文献现状，本文尝试在经典货币替

代理论框架内，对人民币货币替代的棘轮效应进行

实证分析和检验。

二、理论模型

主要采用熊本尚雄和熊本方雄（2008）的含有
棘轮效应变量的货币替代理论模型，该模型在传统

的货币效用最大化方程中加入了棘轮效应变量[17]。

同时基于货币替代的定义，本文在持币机会成本和

棘轮效应的设定中，同时考虑了货币替代中交易媒

介和储藏价值两种职能的替代，将棘轮效应变量设

定为外币交易网络规模，将持有本币的机会成本设

定为本外币利差。

假设在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小国开放经济中，

居民在 t期的货币效用最大化方程可表示为：
MaxUt（Bt，B*

t，Mt，M*
t）=移肄

t 茁tEt[u（Ct，Mt
Pt
，Mt

*

Pt
* ，

K t）] （1）
其中，Ct为真实消费，Mt和 Mt

*是国内本币和外

币名义余额，Pt和 Pt
*是本币和外币的价格水平。K t

代表棘轮效应，本国居民使用外币作为日常交易的

普遍知识水平，可以代表居民对外币作为支付手段

的接受程度。

同时假设居民的效用最大化受下式的约束：

Bt
Pt

+ B*
t

P*
t

+ Mt
Pt

+ M*
t

P*
t

=Y t+（1+it-1） Bt-1
Pt

+（1+it
*-1）

Bt
*-1

P*
t

+ Mt-1
Pt

Mt
*-1

Pt
-Ct （2）

其中，Bt和 B*
t分别为本币 it-1和 it

*-1外币标价的

债券，it-1和 it
*-1为期限在 t-1至 t的本外币债券的名义利

率，且在 t-1期的初始利率已知，Y t为外生的真实收入。

为求解居民货币效用最大化问题，可从式（2）
中得到表示 Bt，Bt

*，Mt和Mt
*的欧拉方程并整理得：

坠U
坠(Mt /Pt) / 坠U

坠(Mt
* /Pt

*) = it
1+it

蓸 蔀 1+it
*

it
*蓸 蔀 （3）

进一步，将效用方程设定为：

Ut=Ct+酌X t=Ct+酌 [1-啄(K t)] Mt
Pt

蓸 蔀 -着
+啄(K t) Mt

*

Pt
*蓸 蔀 -着嗓 瑟 - 1

着
（4）

居民效用 Ut由实际消费 Ct 和实际货币余额指

数 X t 决定，实际货币余额指数 X t 由替代弹性为

1/(1+着)的 CES函数表示，且外币所占份额 啄为 K t的

增函数，因为当居民的外币知识水平提高时，外币

作为支付手段所使用的份额也会提高。

假设购买力平价成立，货币替代程度可表示

为：CSt= Mt
* /Pt

*

Mt /Pt
= StMt

*

Mt

其中，St为名义汇率。则（3）式可以改写为：
Mt

* /Pt
*

Mt /Pt
蓸 蔀 1+着 1-啄(K t)

啄(K t) = it1+it
蓸 蔀 1+it

*

it
*蓸 蔀 （5）

将（5）式两侧做一阶泰勒展开，上标-表示稳态。

在稳态条件下 坠U
坠(Mt/Pt)

/ 坠U
坠(Mt

*/Pt
*) = it

1+it
蓸 蔀 1+it

*

it
*蓸 蔀=1，

可知必有 咨=咨*，则 CS (1+着)[1-啄(K )]
啄(K ) =1，一阶泰勒展开

式可整理为：

(1 +着) CSt-CS
CS

- 啄忆(K )
啄(K )[1-啄(K )] K嗓 瑟 (K t-K )

K
=

咨
1+咨 (it-i*

t) （6）
做如下估算：(SCt-CS)/CS抑log (CS/CS)=m*

t+s t-
mt-cs，(Kt-K)/K抑log(K/K)=k t-k，除利率 i以外，所有
小写均代表对数形式，则（6）式可表达为：

cs t=m*
t+st-mt=(cs+k)+ 浊1+着 kt+ 1(1+着) 咨

(1+咨 ) (it-

i*
t)，浊= 啄忆(K )

啄(K )[1-啄(K )] K （7）
式（7）即为存在棘轮效应的货币替代模型，货

币替代程度由本外币利差和棘轮效应决定。如果不

存在棘轮效应，即 啄忆（·）时，货币替代的程度将完全
由本外币债券名义利率之差（it-it

*）决定，替代弹性

系数为 1/（1+着）。如果存在棘轮效应，即 啄忆（·）屹0，
浊k t /（1+着）代表了棘轮效应的影响程度。例如，在宏
观经济不稳定的期间，名义利率之差增大，导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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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替代的程度加大，使居民积累的外币使用知识水

平 k t 增加，从而即便宏观经济恢复稳定之后，名义

利率之差恢复到以往的水平，较高程度的k t将使得

货币替代保持在较高程度，即存在棘轮效应。

此外，从货币职能的替代角度来看，棘轮效应

代表货币交易网络的大小，k t代表货币交换媒介职

能的替代，而本外币债券名义利率之差（it-i*
t）代表

了外币对本币在贮藏价值职能上的替代。

三、实证分析

（一）实证模型设定

根据前述理论模型，相对于持币机会成本的瞬

时变动，居民学习外币知识和选择持有哪种货币都

具有一定延迟性，因此本外币利差和棘轮效应必然

会对货币替代存在滞后影响，同时考虑到货币替代

现期值也受到其自身滞后影响，为了刻画滞后多期

因变量和解释变量对序列的影响，选择使用自回归

分布滞后模型 ARDL(p,q1,q2)对货币替代表达式设定
如下：

cst=滋+
p

i=1
移琢icst-i+

q 1

j=0
移茁1j(it-j-it

*
-j)+

q2

j=0
移茁2jk t-j+着t

kt=maxcsj，j=t-12，…，t-1
其中，cs 表示货币替代程度的对数形式；k t代表

本国居民使用外币作为日常交易的普遍知识水平，

可以代表居民对外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接受程度，

k t 为其对数；it-1和 i*
t-1为期限在 t-1至 t的本币和外

币债券的名义利率；p、q1、q2分别代表相应因变量和

解释变量的滞后阶数，滋为截距项，着t为误差项。

（二）变量说明和数据选取

货币替代 CS为该国国内流通中外币数量/该国
国内流通中本币数量，理想的外币余额数据应为流

通中的外币现金与外币活期存款余额之和，然而流

通中的外币现金数据难以获得，在实证分析中一般

采用该国该种外币的存款数量来代替流通中外币

数量进行估算，相应的，货币替代程度=国内该种外
币存款总量/国内本币存款总量，故采用外币存款数

据（包含活期存款和定期储蓄存款）作为外币余额

的估计值，本国货币余额也采用本币存款余额作为

代表。香港地区居民港币、人民币及美元存款数据

来自香港金管局网站。

根据理论模型中的设定，K t代表居民对外币作

为支付手段的接受程度，即本国居民使用外币作为

日常交易的普遍知识水平，因为外币交易知识有时

效性，也有可能随着减少使用外币而逐渐遗忘，因

此 K t设置为过去 12个月间货币替代程度的最大值。
在名义利率数据方面，考虑到本文采用货币效

用模型中利率的含义，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在

人民币替代港币的分析中，人民币和港币的利率采

用香港金管局的债券利率；在美元替代港币的分析

中，港币采用短期国债利率，美元利率采用 3个月
期限的短期国债（Treasury Bill）利率。人民币、港币
和美元的名义汇率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以上数据周期选定为 2005 年 3月至 2018 年
10月，数据频率为按月。
（三）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 Eviews 9.5软件对以上 ARDL模型进
行分析。首先对时间序列数据样本进行单位根检

验，确保选用的数据符合 ARDL模型估计的要求；
其次进行 ARDL-ECM分析，以获得变量间的长期
关系和短期动态分析；最后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

验，并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

1.单位根检验
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 1）说明，所

有变量都是平稳或一阶单整的，符合使用 ARDL模
型的要求。

2.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 AIC 信息准则判断变量的滞后阶数，

Eviews对人民币对港币的替代模型选择为 ARDL
(1，2，0)，美元对港币的替代模型估计为 ARDL
(4，2，0)。模型估计的输出结果见表 2。人民币货币替
代模型中，本外币利差（idif）参数估计在 10%水平下
均显著，棘轮效应（k）参数估计在 1%水平下均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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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一览

AIC SC HQ t统计量 p 值
lncsCNY -2.13845 -2.0812726 -2.1152353 -3.186869 0.0226**
idifCNY -2.241677 -2.184259 -2.218363 -2.309339 0.0206**
kCNY -3.254743 -3.158236 -3.215552 -1.739003 0.0778***

驻lncsCNY -2.113372 -2.056194 -2.090156 -9.433793 0*
驻lncsCNY -2.197256 -2.120699 -2.166171 -4.12348 0.0072*
驻kCNY -3.242201 -3.126393 -3.195173 -3.947449 0.0123**
lncsUSD -3.365272 -3.289035 -3.334319 -2.370669 0.3935
idifUSD 0.60439 0.661808 0.627704 -2.313029 0.0205**
kUSD -5.872559 -5.776863 -5.833702 -2.615505 0.2741

驻lncsUSD -3.342666 -3.285488 -3.319451 -15.19209 0*
驻lncsUSD 0.649379 0.725936 0.680465 -12.64124 0*
驻kUSD -5.842064 -5.765507 -5.810979 -3.997431 0.0106**

注：角标 CNY表示人民币对港币替代模型相关变量，USD表示美元对港币替代模型相关变量；*、**、***分别代表在 1%、

5%、10%显著水平下拒绝变量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表 2 ARDL模型输出结果一览
长期变量影响：

CNY USD
idif 0.117954 -1.730235 *** 0.028066 -2.687925 *
k 0.794237 -8.567186 * 0.817868 -3.384564 *

const. -2.381867 (-9.026255) * -1.59623 (-4.014433) *
短期冲击影响：

dlncs(-1) -0.29164 (-1.994394) ** -0.369347 (-1.079488)
dlncs(-2) - 0.161926 -1.636194
dlncs(-3) - 0.185358 -1.941927 ***
dlncs(-4) - -0.175532 (-2.139326) **
didif(-1) -0.170562 (-1.401001) -0.066984 (-3.913571) *
didif(-2) 0.165918 -2.434948 ** -0.015566 (-1.452292)
ecm(-1) 1.231807 -8.510213 * 1.074069 -3.478401 *
模型整体

SEE 0.069583 0.041647
R-squared 0.992315 0.928958
F-statistic 3335.579 217.9354

DW-Statistic 1.897649 1.964721
注：*、**、***分别代表在 1%、5%、10%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著；美元模型中，本外币利差和棘轮效应的参数估

计均在 1%水平下均显著。以上说明，无论人民币或
美元，本外币利差和棘轮效应变量都对在香港地区

的货币替代有统计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短期的货

币替代变化和利差变化带来一定的负向冲击，例如

对于人民币数据，dlncs(-1)、didif(-1)系数为负；美元
方面，dlncs(-1)、dlncs(-4)、didif(-1)、didif(-2)系数为
负。而相应的，ecm(-1)系数为正，且均在 1%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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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香港地区人民币存款和美元存款占外币存款总额比例

数据来源：香港金管局，其中存款月度余额包含活期和定期存款。

显著，代表着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人

民币和美元分别以(1.231807)、(1.074069)的调整力
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

3.稳定性检验
通过 LM 检验分析两组模型残差的序列相关

性，人民币和美元对港币替代模型的 LM检验结果
p 值分别为 0.8012和 0.6536，均不拒绝原假设，说
明残差无自相关问题；采用 White检验分别对两组
模型的异方差性进行诊断，人民币和美元对港币替

代模型的 White 检验结果 p 值分别为 0.9994 和
0.763，均不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异方差问题。因此，
模型通过稳定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对 2005年 3月至 2018年 10月香港地区
月度货币替代相关数据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人民

币和美元对港币替代具备以下特点：

1.香港地区整体货币替代程度较轻，而与美
元相比，人民币在香港地区依然是次要外币，但

二者存在竞争关系。根据文中所选取的数据，比

较人民币与美元在香港地区的货币替代程度，可

以看出，居民持有的美元和人民币储蓄额远远低

于港币，整体货币替代程度不高。从 2005 年至
2018年，美元在香港地区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处
在较高水平，虽然在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略有下
降，但波动幅度不大。自从人民币在 2004 年放开
面向香港居民的储蓄以来，货币替代程度逐步提

高。以单一外币存款占外币存款总量比例指标为

代表，比较香港地区人民币和美元货币替代水平

（如图 1）。显然，美元存款在外币存款中占有绝对
优势，美元货币替代程度始终显著高于人民币货

币替代程度，但二者之间具备一定的替代性。人

民币和美元在香港地区作为潜在的国际货币选

择，可提供的货币服务职能有相似之处，自然形成

一定的货币竞争关系，交易网络大小存在此消彼

长的关系。当人民币在交易媒介、价值贮藏等货

币职能上存在相对优势时，人民币货币替代的程

度就会提高，美元货币替代程度有所缩减，反之

亦然。

2.与美元类似，人民币货币替代也已出现棘轮
效应。棘轮效应变量 k，无论对于人民币还是美元货
币替代而言，都在 1%水平上显著，对货币替代程度
均有正向的影响。即随着 12个月内的货币替代程
度峰值的增大，随着居民对于使用外币交易的知识

水平提高，居民整体使用外币的水平持续增大。这

说明人民币和美元的货币替代均表现出棘轮效应，

且人民币和美元的棘轮效应参数估计值分别为

0.794237和 0.817868，说明人民币相比美元棘轮效
应对货币替代的影响程度差距不大。美元作为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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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货币，不单单在香港，在国际市场本身就存

在广泛的交易网络和棘轮效应。而人民币在香港交

易网络的形成，一方面是以两岸频繁的经贸活动为

市场基础，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多年来在香港持续

耕耘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培育和人民币国际化政策

相关。

3.相比美元货币替代兼有贮藏价值和交换媒介
职能的替代，人民币货币替代主要体现在交换媒介

职能的替代。人民币和美元本外币利率差变量 idif
的参数估计分别为 0.117954和 0.028066，并且系数
为正，即随着本外币利差的加大，货币替代程度也

随之增大。人民币和美元的数据分别在 10%和 1%
的水平上显著。美元本外币利差和棘轮效应的参数

估计均显著，说明二者对货币替代都存在显著影

响，美元对港币的替代同时存在贮藏价值和交换媒

介上的替代。人民币数据的系数相比棘轮效应 k对
于货币替代带来的影响小，而且不太显著，可见人

民币货币替代主要是出于交换便利性考虑，而货币

利差的影响在其次。

从以上结果来看，香港居民选择人民币资产主

要是出于交易便利性的目的，以交易媒介职能上的

货币替代为主。从人民币货币替代的角度来看，香

港作为被货币替代地区的优势，除了以内地的实体

经济需求作为最根本需求，也是由于人民币的交易

成本较低。香港拥有国际金融中心的市场基础，例

如：金融基础设施成熟、金融产品丰富、市场活跃、

市场参与者众多、规则与国际接轨等优质条件。对

于国际市场上的经济主体而言，相比于中国内地资

本市场尚未完全放开、对境外投资者限制较多以及

与国际市场法律、会计、税务等标准存在普遍差异

的现实情况，显然在香港参与人民币产品的交易成

本更低；而相对于其他人民币离岸市场，香港的人

民币产品最丰富、市场最活跃、搜寻成本更低，而且

很多境外投资机构都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在香港

进行人民币交易并不会增加其管理成本。因此，香

港较低的人民币交易成本吸引微观主体在其离岸

市场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实现货币交换媒介职能

的替代。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宏观经济长期健康发展是人民币实现货币替

代和国际化的基石，政策上应以提升整体经济健康

程度为基本目标，加强宏观风险管理，预防经济波

动的发生，同时根据中国市场特点，货币替代进程

应与金融市场改革、汇率体制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

共同稳步推进。除此以外，本文分析结果表明：（1）
虽然人民币在香港的货币替代程度有限，外币交易

网络也依然弱于美元，但已经显示出棘轮效应；（2）
相比于货币贮藏价值职能上的替代，人民币棘轮效

应的存在说明香港居民选择人民币资产主要出于

交易便利性目的；（3）棘轮效应的形成是以香港与
内地活跃的经济活动为市场基础，依靠两地在离岸

市场积极推行人民币国际化政策，一方面通过市场

培育直接扩大交易网络，另一方面借助政策推动降

低人民币交易成本，吸引微观主体选择使用人民

币；（4）货币交换媒介职能的替代，是贮藏价值、支
付手段等职能替代的基础，人民币只有在当地成为

一种便于交易的货币，才会进一步催生人民币资产

计价和投资需求，交易网络的惯性将会有助于人民

币货币替代程度的持续推进。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对人民币在香港及其他

国家和地区提高货币替代程度提出以下三点政策

建议：

第一，继续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利用棘轮效

应扩大人民币交易网络。香港人民币市场发展的成

功经验说明，离岸市场对人民币的货币替代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有助于当地市场的培育、扩大交易网

络，形成人民币的棘轮效应。在形成人民币货币替

代的棘轮效应后，一方面人民币交易网络可依赖市

场力量持续扩大，使当地微观主体养成使用人民币

的习惯，促进人民币替代进入正向反馈进程；另一

方面可降低宏观政策推行成本，宏观政策以维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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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货币制度、巩固人民币交易基础设施、监管潜

在跨境资金风险为主要目标，而棘轮效应的形成可

以促使用于培育市场的政策推行成本相应地大幅

降低。因此，未来应继续加快离岸市场建设，在与中

国双边贸易发达且有辐射能力的国家和地区建立

离岸市场，通过供应多元化的人民币产品满足境外

投资人的资产管理需求，建设境外人民币资金池，

扩大人民币交易网络以实现人民币货币替代的棘

轮效应，形成人民币境外循环机制。

第二，利用新技术降低人民币离岸交易成本。

2018 年 9 月香港金管局推出了快速支付系统
（Faster Payment System，简称 FPS），主要针对个人客
户的小额高频支付和转账需求，且一期首先同时支

持了港元和人民币业务，使得人民币小额高频转账

及支付的交易成本降低至可以媲美港币的程度。同

样，可借鉴内地电子支付行业的先进经验，吸引专

业化支付机构、大型商业银行共同试点人民币境外

电子支付应用，促进低成本、实时的零售业务支付

结算发展可迅速扩大人民币交易网络。此外，可在

离岸市场探索以区块链为代表的分布式账本技术

（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DLT）的央行数字货
币，数字货币不仅有助于提高离岸人民币资金流动

性，实现实时确认和监控，有效降低流通和清算各

环节中的交易成本，而且其分布式部署、不可篡改

且可追溯等特性，符合央行对于金融安全、穿透式

监管等方面的核心诉求，有助于对跨境交易和资金

流动进行实时监管，提高对短时、大流量跨境资金

流动的监管反应速度，降低发生局部金融风险的可

能性。

第三，增强中资金融机构在海外市场的服务能

力，全方位提升人民币货币服务水平。人民币在香

港地区实现的货币替代主要由于交易便利性，相比

港币和美元，人民币在除交易媒介之外的其他货币

职能上的服务能力仍需加强。以中资商业银行为代

表的金融机构是离岸市场提供人民币金融服务的

主要力量，因此加强其海外人民币业务服务能力尤

为重要。一方面，应推进金融工具创新，拓展人民币

离岸金融市场深度。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丰富，

能够进一步促进境外市场居民持有人民币，2015年
以来陆续在香港离岸市场试点的“股票通”（“沪港

通”、“深港通”）和“债券通”产品体现了国际投资者

对于中国市场和人民币计价产品的浓厚兴趣，应加

大金融衍生品创新、汇率风险管理能力，为香港及

海外居民和离岸市场投资者提供更多人民币计价

资产的选择。另一 方面，利 用开 放银 行

（OpenBanking）模式，针对基础海外金融服务如个人
或企业小额贷款、资金划付、财务管理等功能，通过

开放银行模式来实现。互联网业务受地域限制小，

凭借互联网网络覆盖能力和数据资源优势，同时目

前各国和地区对开放银行的监管要求也有限，有利

于金融机构短期内快速复制推广人民币业务，扩大

服务范围，降低拓展和运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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