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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院全球金融海啸爆发以来袁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袁国内学者对人民币国际
化的内涵尧可行性和必要性袁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实施路径展开了大量研究袁取得了许多卓有成效的
研究成果袁并在某些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遥 目前袁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袁但也面临着较
多障碍袁进一步深化改革袁增强国家政治和经济实力袁采取渐进式的路径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优选战略遥
关键词院 人民币国际化曰趋势曰路径选择曰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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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以来袁全球金融海啸的爆发暴露了现
存国际货币体系的脆弱与缺陷袁由此引起关于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争论此起彼伏遥 近期美国退出
QE 政策的预期袁 更是对亚洲各国的金融市场造
成了巨大冲击遥 为了规避外部金融风险袁寻找币
值稳定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对亚洲各国来说颇
为必要袁 这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和国际化提供了难
得的历史机遇遥 从实践和政策层面来看袁人民币区
域化和国际化进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突破遥
截至目前袁 与中国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的国家
和地区已超过 20 个袁通过货币互换野走出去冶的人
民币总额超过合 2 万亿元人民币曰预计 2015 年人
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量将超过 6.5 万亿元人民币曰
2013 年 9 月 29 日袁 筹备已久的上海自由贸易实
验区正式挂牌袁 企业法人可在自由贸易实验区内
完成人民币自由兑换袁 这意味着上海自由贸易实
验区将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和突破口袁极
大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遥 在此背景下袁推进人
民币国际化改革袁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袁国
内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遥 本文通过梳理已
有的文献袁发现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体现在
两个方面院一是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必要性和可行
性的探讨袁二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风险与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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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探讨遥 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综述袁希望对未
来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研究有所启发遥
一尧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国内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可以溯源
到上世纪 80 年代袁但早期的相关研究时有间续袁
研究成果数量有限遥 2008 年以后袁随着美国次贷
危机的爆发与蔓延袁国内学者对于人民币国际化
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遥 新的历史时期袁国
内部分学者重新界定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袁提
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必要性遥 李稻葵和刘霖
林渊2008冤从三个层面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进
行界定袁分别是境外人民币现金流通量尧人民币
计价的投资工具尧人民币结算的交易量遥 徐奇渊
渊2015冤咱1暂则把人民币国际化视为市场交易网络遥
目前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必要性的研究主要从
外部环境和内部动力两个方面展开遥 首先袁从外部
环境来看袁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呼声日盛袁为人民
币国际化提供了绝佳的机遇遥 李稻葵和尹兴中
渊2010冤指出袁在国际货币体系难以为继的背景下袁
人民币的崛起袁将与美元尧欧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
基准货币体系遥 陈元渊2009冤尧刘惠萍渊2010冤研究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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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袁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是建设多元化国际
货币体系袁因此袁人民币国际化是必然选择遥 其次袁
从内部动力来看袁 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带来巨大的
收益遥 陈雨露等渊2005冤估算袁到 2020 年中国可以
获得超过 7500 亿元的货币国际化收益遥 戴相龙
渊2009冤 指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带来诸多收益袁
例如铸币税尧贸易汇兑收益尧境外发行本币债筹集
资金尧扩大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尧缓解人民币
升值压力等遥 石巧荣渊2010冤尧李长春渊2011冤研究认
为袁中国目前已经跨入新兴债权国行列袁但作为不
成熟的债权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无奈袁 人民币
国际化可以增加国民财富价值尧调整经济结构等遥
王元龙渊2009冤研究认为袁人民币国际化可以缓解
高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压力袁减少汇率波动的风险遥
目前袁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已取得基本
共识袁关于现阶段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还存在
着争论遥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进程受制于多种因素
的制约袁货币国际化也是一国政治和经济实力的
体现遥 目前袁国内部分学者研究认为袁中国目前已
经具备了货币国际化的初步条件遥 顾丽姝和王凯
庆渊2009冤研究认为袁近年来袁中国世界政治地位
的提升尧 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广阔的国内市场袁
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袁人民
币已经具备国际化的初步条件遥 陆宇莺渊2009冤指
出袁我国国际储备充足尧国际信用良好尧国际贸易
量大尧 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等为人民币国际
化创造了一定的条件遥 潘英丽尧吴君渊2012冤通过仿
真技术研究货币国际化的潜能袁他们认为袁中国经
济总量规模居世界第二位尧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尧
以真实利率表示的高成长性等都表明人民币国际
化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条件遥 张群发渊2008冤分析了
外汇储备尧国际贸易总量尧外资状况尧经济总量等
因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后袁 认为人民币国际
化的条件已经具备遥 李稻葵和刘霖林渊2008冤则对
人民币国际化进行计量研究袁认为人民币国际化
可行而且符合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需要遥
国内多数学者认为袁 尽管我国已经具备了人
民币国际化的初步条件袁 但是也面临较多现实障
碍遥 例如袁中国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放尧经济实力
整体不强尧 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等 渊张礼卿袁
2009冤遥李超渊2010冤基于贸易结构尧产品差异度尧贸
易竞争力的计量分析袁 认为我国对外贸易竞争力
较弱尧贸易方式单一尧贸易结构不合理尧产品差异

度低将会不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遥 韩剑渊2011冤
对影响货币国际化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袁 指出了
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障碍因素袁如资本账户管制尧
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尧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等遥
然而袁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过早推行人民币国
际化会带来一定的风险遥 李永宁渊2010冤指出袁国
内学者之所以得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时机已经成
熟的结论在于简单套用了发达国家学者的研究
方法袁利用发达国家的经验指标来确定中国货币
国际化的参数袁 这种研究方法在中国是错误的遥
国内学者的研究完全忽略了货币国际化的国家
不但是经济大国而且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这一现实遥世界银行资料显示袁从 GDP 总量来看袁
中国已经达到野上中等收入冶国家水平袁但是中国
人均 GDP 仅仅达到世界中低收入国家水平袁中国
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穷国遥 富国使用穷国货币
违背了国家货币的发展历史袁因此袁现阶段推行
人 民 币 国 际 化的 时 机 并 不 成 熟 遥 此 外 袁 华 民
渊2009冤认为袁人民币作为被美元渗透的货币袁缺
乏微观基础袁 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不是明智的选
择遥曲凤杰渊2010冤指出袁人民币离区域核心货币的
目标还有较大的差距袁 人民币成为能与美元抗衡
以及摆脱美元在全球货币霸权的状况还不现实遥
林毅夫渊2012冤 咱2暂认为袁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
所趋袁 但现阶段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会扰乱中
国金融秩序袁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遥 此外袁一些学
者还对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遇到的风险及消极效应
进行了研究遥 余永定渊2012冤咱3暂认为袁当前推行人民
币国际化的路线图存在较多问题袁 以人民币贸易
结算为突破口的国际化势必导致新增美元外汇储
备的增加袁在当前美元贬值尧美国国债不再安全
以及我国资本项目管制情况下袁加速推进人民币
国际化以及资本项目自由化是危险的遥 张斌和徐
奇渊渊2012冤 咱4暂认为袁过早推行人民币国际化会带
来巨大的无风险套利机会袁势必对人民币市场造
成冲击袁不利于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形成遥
二尧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尽管现阶段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可行性还
没有达成共识袁但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
以及政治和经济整体实力的增强袁人民币国际化
是大势所趋袁因此袁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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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是我国学者最受关注的地方遥 目前袁学术界关
于人民币国际化路径选择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野三步走冶战略尧野双轨制冶战略尧区域化战略尧野强
制度冶战略等四个方面遥
渊一冤野三步走冶战略
目前袁通过渐进式改革分步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袁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遥 郑木清渊1995冤首次
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野三步走冶策略袁即首先实
现人民币在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国际化袁其次实现
人民币在亚洲地区的国际化袁最后实现人民币全球
范围的国际化遥 王元龙渊2009冤在郑木清研究的基础
上袁从地域和职能两个层面构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
野三步走冶战略袁在地域层面袁采取人民币野周边化要
区域化要全球化冶的改革取向袁货币职能层面坚持
野国际结算货币要国际投资货币要国际储备货币冶
的改革取向遥 地域层面和货币职能层面的改革路径
并不是孤立推进袁而是双管齐下尧内外兼修尧相互补
充尧相互交叉尧相互配合袁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遥
渊二冤野双轨制冶战略
孙健等渊2005冤结合美元尧日元以及欧元等货
币国际化经验袁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相互兼容的
野双轨冶模式袁其一是在野一个中国冶区域范围内
渊包括大陆尧港澳台冤实施野欧元模式冶袁整合一国
四币袁对外联合浮动袁其二是在东南亚及东亚等
更大区域范围内实施 野日元模式冶袁 深化金融改
革袁增强经济实力袁最终实现人民币国际化遥 李稻
葵和刘霖林渊2008冤则最早提出了人民币国际化
野境内要境外冶 的双轨制战略构想遥 他们研究认
为袁人民币国际化的根本要求是人民币在资本账
户下的自由兑换袁但短期内允许中国居民和企业
将人民币兑换成其他货币进行国外投资袁还存在
较多的障碍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金融体系还不健
全袁使得人民币资本账户管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
中必然的制度安排袁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 A 股市
场股价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和成熟市场的股票价
格水平袁一旦人民币完全国际化袁会引致股票市
场的抛售行为袁这势必对中国金融市场以及经济
运行造成较大冲击遥 田涛渊2015冤咱5暂则提出了野资本
输出+跨国企业冶的战略构想遥
渊三冤区域化战略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复杂和长期的工程袁一
些学者认为目前人民币区域化相对更具可行性袁
因而提出了 相 应 的 战 略 构 想 遥 陈 晞 和 虞 红 霞
渊2009冤主张以香港为突破口实施区域化战略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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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人民币国际结算中心和离岸金融中心袁推动人
民币成为区域储备与投资货币袁为人民币国际化
奠定基础遥 杨长湧渊2010冤结合我国地缘政治和各
国人均 GDP 的对比情况袁提出了人民币区域化的
三层次目标袁即 3 年的短期目标袁与东盟四国渊柬
埔寨尧缅甸尧越南尧老挝冤尧蒙古尧朝鲜及上合组织
等国进行合作曰5耀10 年的中期目标袁与菲律宾尧印
度尼西亚尧马来西亚尧泰国尧韩国尧台湾地区及新
加坡等国进行合作曰10 以上的长期目标袁 与日元
合作袁实现亚洲货币区域化遥 因此袁现阶段加强与
东亚尧东南亚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是人民币
区域化战略的主要目标遥 咱远暂
渊四冤野强制度冶战略
人民币国际化虽然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
的进展袁但毕竟是系统性工程袁如何破解人民币
国际化中的制度瓶颈袁 也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焦
点遥 何慧刚渊2007冤根据中国经济的特点袁提出了
野弱经济要强制度冶模式袁即在经济实力较弱的情
况下袁 一方面继续保持经济总量的提升和经济速
度的增长袁另一方面完善国内各项制度袁尤其是完
善国内货币金融制度袁 通过发挥制度创新来推动
人民币国际化遥 王华庆渊2010冤也认为袁野强制度冶战
略在人民币境外需求和自由兑换双重约束下有一
定的土壤袁即通过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尧完善
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尧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尧建
立有效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尧 逐步推行资本账户开
放和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等一系列制度安排的完善
和设计袁可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阶段性突破遥
除了上述战略安排外袁很多学者还提出了人
民 币 国 际 化的 具 体 的 措 施 遥 黄 梅 波 和 熊 爱 宗
渊2009冤 认为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当务之急是采取
措施逐步放开资本账户管制袁积极稳妥实现资本
账户的可兑换遥 巴曙松和严敏渊2010冤主张进行金
融创新袁加强人民币境外投资规模袁拓展人民币
国际化运作袁发展各种人民币标价的金融衍生工
具袁减少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制约因素遥 李婧
渊2011冤 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一步是以人民
币跨境贸易计价结算为切入点袁 改善贸易结构袁
提升国内银行业的服务水平袁加快实施中国企业
野走出去冶战略袁增强外贸企业的定价能力遥 咱苑暂
三尧研究展望及对策建议
通过对近期已有文献的梳理与总结袁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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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得到了学术界越来
越多的关注遥 国内学者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内涵尧
可行性和必要性袁尤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实施路
径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袁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遥 但是
如果纵向考察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机制链条袁就
会发现我国对于货币国际化尤其是人民币国际
化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遥 今后我国学者应在以
下几个方面进一步研究扩展院渊1冤目前的研究主要
关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中间环节袁而忽略了
人民币国际化上游和下游的研究袁因此袁人民币
国际化进程中货币政策的调整以及金融体系的
创新与改革需要进一步的关注遥 渊2冤从研究方法
上来看袁目前的研究更多注重了定性的分析与描
述袁缺乏规范的实证研究遥 未来的研究中袁需要利
用最新的数据和恰当的计量方法袁定量评估境外
人民币存量和流量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的效应遥
渊3冤未来研究中袁需要结合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
现实状况袁确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有关参数袁以求
得出客观的结论袁而不是简单套用西方学者和货
币已经国际化国家的经验指标遥 渊4冤从研究范式
来看袁现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借鉴了西方经济学的
理论内核和研究框架袁而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研究范式的成果相对较少遥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
漫长的过程袁结合马克思关于国际货币理论的精
髓袁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诸多理论和实际问
题袁也是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方向遥 咱愿暂
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袁 人民币国际
化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一种表现袁 对我国经济
发展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遥 一方面要面对来自国
际上的政治压力袁 另一方面一些影响经济稳定运
行的因素也会凸显遥 因此袁现阶段必须采取针对性
的措施防范风险袁保障人民币国际化的顺利发展遥
渊一冤加强国际金融合作遥 由于人民币国际化
的进程中必然面对国际政治压力袁为了保障人民
币国际化的顺利进行袁必须尽可能得到国际社会
的支持袁尤其是亚洲周边国家的认可和支持遥 因
此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袁要与周边国家及世界
其他国家加强合作特别是国际金融领域的合作遥
渊二冤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遥 人民币
国际化的微观基础离不开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
的完善遥 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不仅作为人民币
野资金池冶的作用袁而且为国家宏观调控提供工具
和手段袁因此袁建立人民币国际化的微观基础在
于大力发展这两个市场遥 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包

括院放松利率管制袁发展同业拆借市场袁改革现有
结售汇制度袁拓展外汇业务和交易品种袁深化银
行体系改革等遥 咱怨暂
渊三冤 健全国内经济金融运行机制以适应人
民币国际化进程遥 一方面袁完善国内金融市场体
系袁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袁丰富资本市场层次和
金融工具品种袁鼓励金融创新袁为利率市场化营
造良好环境遥 另一方面袁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空
间袁完善汇率形成机制遥 尽管我国在汇率机制改
革方面已经朝着市场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袁但是
人民币的弹性还相对较小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
推进袁 人民币离岸市场化的汇率弹性必然较大袁
国内外汇率水平的巨大差异袁将会导致国际资本
流动的加剧袁进而影响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遥 因
此袁伴随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袁积极推进汇
率体制改革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遥
渊四冤完善货币政策的调控机制遥 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的加快袁需要国内金融市场相关配套改革
的迅速推进袁强化货币政策的调控也应该与时俱
进遥 这可以从两方面着手院首先袁建立多渠道货币
政策传导路径遥 人民币国际化的结果必然是资本
账户的完全开放袁境内外利率水平的变动就会引
起国际投资资本的流动袁进而影响我国货币供应
量和实体经济遥 因此袁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需要
考虑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袁建立多元的货币政策
传导途径袁强化货币政策的调控功能遥 其次袁灵活
使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经济遥 公开市场操作尧利
率尧 存款准备金率是我国常见的货币政策工具袁
但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袁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
环境会发生变化袁需要审时度势袁灵活使用货币
政策工具袁尤其是更多关注公开市场操作以适应
国内日益国际化的金融市场遥
渊五冤 强化金融监督机制遥 强化金融监管能
力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条
件遥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风险丛生袁近年来袁国际
金融领域出现的危机和动荡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遥
这些危机和动荡都与金融监管不力有着千丝万
缕的联系遥 人民币的国际化可以带来金融工具和
金融技术的革新袁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袁但也加
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遥 因此袁随着人民币国际化
的推进袁完善监管机制袁提升监管水平袁采取各种
措施弥补监管漏洞势在必行遥 咱员园暂
总之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各种条件
的日趋成熟袁人民币实现国际化是渊下转第源怨 页冤
猿苑

社区基金会的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应调整以与上述变化相吻合遥 譬如说袁在城市新
区中袁开始其居民构成主要是刚刚脱离农民身份
的城市新市民袁其群体特征和需求与普通市民存
在着诸多差异遥 作为在此社区中开展活动的社区
基金会袁为了更好地服务社区袁就需要让这些城
市新市民中的代表加入到机构管理层中遥 随着该
社区的发展袁越来越多的城市中老市民和中产阶
层涌入进来并逐渐改变了原有的人口结构袁由农
民转变而来城市新市民在人口上的优势被稀释遥
此时袁社区基金会就需要对其管理层作出相应调
整以反映这种变化遥 当环境发生变化时袁对组织
的管理层作出相应之调适不仅可以使社区基金
会保持活力袁同时也更加有利于其更好地发现社
区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需求袁并进而为解决这些
新问题尧满足这些新需求提出切实可行的举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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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上接第 猿苑 页冤大势所趋袁理论界也达成了普遍共
识遥 同时袁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袁人民币国际化
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遥 随
着国内各项改革的深化袁金融市场的完善袁各项法
律制度的健全以及国际的沟通与协调袁我们坚信袁
不远的将来袁人民币必将走向国际袁在国际金融市
场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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