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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央行操作蝶变 
回购渐取代央票成主角 
今年以来,中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调控流动性的手段悄然发生变化:尽量不动用一年及三个月期央票,但频繁进行回购操作. 

这一市场变换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公开市场到期资金量锐减,同时作为流动性供给主渠道的外汇占款趋降.这预示着历时 10 年意在回收流动

性的央票将渐渐淡出,央行将主要以正回购或逆回购来调整短期流动性. 

若回购工具成为央行公开市场的主角,则中国银行体系的短期流动性需保持在相对中性的水平,这意味着可能需要央票和准备金率予以辅佐,
以调节中长期流动性的供需水平,来帮助央行施行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管理.  

当然,央行回购工具可以新增其他回购品种来搭配使用,譬如短期限的 7 天、14 天期甚至隔夜回购品种,长期限的 91 天期、182 天期.这在

2002 年以前的中国公开市场操作中也有实践. 

与央行回购接近的银行间质押式回购利率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相比,前者自 2010 年来已经显示出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等物价总水

平更强的抑制效应和灵活性.. 

央行回购工具地位提升,有着诸多积极意义,将更有助于中国市场基准利率体系的构建,并有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存款市场

为中国利率市场化最待攻坚的堡垒.而当前蓬勃发展的银行间理财产品市场等资产市场壮大,正在搭建起货币市场与存款及其他资产市场之

间的桥梁. 

当然,寄望央行回购工具功能充分发挥就能建成中国市场基准利率并不现实,还需要更多合力促成.其中,中国当局需要给央行足够授权,并增

强央行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同时需要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的发展,以及各种要素价格的进一步市场化改革. 

中国 2006 年以来启动的市场基准利率(Shibor)建设一直踌躇不前.市场基准利率是指在一国利率体系中起基础作用、作为市场其他产品利

率定价参照系的利率体系.目前,欧盟、英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准利率体系,如伦敦同业市场的 Libor 等. 

截止上周,中国公开市场主要运用的一年及三个月期央票已经连续约两个月停发;而在过去两个月中,包括正回购和逆回购在内的央行回购操

作则频繁进行,并显示出较强的灵活性和实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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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角:回购渐取代央票 
中国公开市场未来到期资金规模锐减,银
行体系资金面相对紧张,令央票作为公开

市场操作主角的必要性降低,多用回购工

具来熨平市场流动性的短期波动,则更显

适宜.也就是在流动性富余的时候,施以

正回购暂时回笼;当流动性紧缺之时,则
施以逆回购进行资金投放.  

路透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央票存量仅逾

1.9 万亿元人民币,较逾 4.7 万亿元的峰

值大幅减少;而从如今至年底的央票到期

量仅 7,700 亿元,假设该规模就为今年央

票存量净下降额,这也不足去年 1.96 万

亿元央票存量净下降规模的四成.  

近 10 年来一直扮演主角的央票近来操

作规模及频率锐减,甚至暂停,还在于中

国流动性供给主渠道的外汇占款新增趋

势已在改变:过去每月大增变为当前及今

后的增长放缓甚至负增长,这就大大消弱

央票赖以生存的基础. 

这或许是作为历史过度产物的央票的宿

命.央行在货币政策报告中曾这样定位其

角色,"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的主要目

的是收回由于购买外汇储备而增加的流

动性". 

央票的淡出,其背后的深层动因是中国人

口红利逐渐减少,全要素生产力未明显提

升,国际比较优势降低,国际收支趋于平

衡,扩大内需政策等一系列经济形势变化

的结果,尤其是人民币此前具有的大幅升

值趋势已经发生变化. 

当然,成长率优于欧美的中国经济依然会

令人民币还有升值压力,但中国近年来异

常严峻的通胀水平,已经大大消弱了人民

币继续大幅升值的基础. 

自 2005 年 7 月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

名义升值 24%左右 ,但 2005 年来以

GDP(国内生产总值)平减指数计算的人

民币对内贬值累计达 76.60%.两者相加

为 100%,为名义升值幅度的 4 倍. 

初步看,当前美元指数的反转趋势可能已

经确立 . 近来美国经济向好迹象明

显,Nasdaq 指数还创逾 10 年来新高,而
欧洲债务危机及紧缩性"财政协定"的实

施势必在中长期拖累欧元汇率,并可能累

及人民币的币值表现. 

 

图 1:中国央行票据未来到期情况一览图 

 
图 2:中国外汇占款净变化与人民币升值/贬值趋势关系图 
 
从近期数据看,美元指数与人民币贬值预期及外汇占款增量呈现的相关性为:美元指数走强,
引发人民币贬值预期,进而令中国外汇占款少增或负增长.. 

综上分析,中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的变化和国际收支的趋于平衡,将令中国央行货币政策从

长达 10 年的被动操作转向主动调控,管理流动性水平,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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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更多面临紧缺而非过剩 
回购工具若担任央行公开市场操作主角,
重要条件之一是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要

保持相对中性水平,这是货币主义之要旨

所在,也是中国货币政策操作迈出独立性

的重要一步. 

检视 2000 年来的中国公开市场操作史,
央票命运的颓势显现并非仅始于当前,其
数量功能早在 2006 年下半年开始就更

多由准备金政策来承担.当年,央行连续

三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担当本由央票扮

演的对冲外汇占款职责. 

中国准备金政策表现出的更优的流动性

冻结效果和更低廉的操作成本,令央行对

之倚重有加 , 准备金率曾一度升至

21.5%的超高水平. 

数据显示,2010 年以来,中国法定准备率

上调和央票存量之间存在非常强的替代

关系.  

央票后续命运的能得以延续,一则在于央

行通过启用央票价格指标,发挥其利率功

能,并以此稳定市场利率;二则后续中国

国际收支的大量盈余,以及应对全球金融

危机带来的扰动. 

如今,中国整体流动性趋势已经发生了改

变,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水平也已处于政

策调整的边际,且在当前面临的更多是流

动性紧缺,而非过剩,央票大量运用的必

要性已经降低. 

不过,中国公开市场暂时没有必要像全球

主要央行公开市场一样,直接通过频繁买

卖债券来调剂银行体系流动性.因为央行

此前对准备金政策的倚重,致目前流动性

"储备"高达近 17 万亿元,有很大操作空

间. 

当然,在公开市场主用回购工具之时,也
可辅之央票操作和适度调整准备金率,以
调节银行体系不同期限的流动性供需水

平,这样将会更加有利于央行施行逆周期

的宏观审慎管理,应对中国经济当前的增

速放缓态势. 

但若准备金率降幅过大,则会带来流动性

过剩甚至泛滥,势必需要动用央票来对冲,
这反而又会被动增加央行操作成本.初步

估算,今年准备金率下调若超过 5 次,央
票操作的频率和规模就需增加. 

 

央行回购操作空间大 
央行公开市场提升回购工具地位,已经比

2006 年央票招标改革之初有了更有利

的条件,但仍需进行一系列相关制度规范

改革和调整,才更利于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的顺利推进. 

中国央行可供正回购操作的政府债券资

产在 2006 年底不到 3,000 亿元,目前则

逾 1.5 万亿元,加上反向的逆回购操作,
央行回购操作将享有的弹性空间还更大.
而央行回购担任主角也有先例可循.中国

公开市场 2002 年 6 月启用央票之前就

主用回购工具. 

但中国央行现行回购制度仍有待完善.按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回购主协议,会
将回购成交合同指定的债券进行冻结,这
意味着可能会减少流通中的现券存量,并
降低二级市场债券流动性,不利于金融市

场平稳有序运行.  

因此,需要改革回购交易质押券的登记托

管制度,增强质押券可流通性,允许将其

置换出来用于新的交易,并扩大央行回购

合约可供质押的券种范围,采取质押券的

盯市等制度安排原则.央行还可以增加现

行回购合约的品种期限. 

  

 
央行回购交易质押券种主要包括央票、

国债和金融债三类.2002 年前公开市场

回购品种多于当前,包括 7 天、14 天、

21 天、28 天、91 天和 182 天期回购,
甚至还有 364 天期回购,以及其他非常

规期限品种. 

需要指出的是,央行若多运用回购工具,
少操作央票,就会减少中国债券市场的短

期品种供给,势必会减少银行等机构短期

资产配置的来源,会给银行等机构的资产

久期管理带来一定挑战. 

从当前看,中国债券市场收益率曲线的短

端快速下行,也部分得益于投资者对短期

品种的配置需求.从操作上看,回购操作

地位的强化,对货币市场的引导会带来资

产价格的迅速调整行为,尤其资产收益率

曲线的短端波动幅度. 

这或可以从央票诞生至 2006 年数量功

能明显的央票历史中得到印证.此期间,
三个月及一年期央票发行收益率与五年

期国债为代表的中长债收益率呈现出很

高的同步性波动.(完) 

 

图 3:中国央票存量及准备金率变化关系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