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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央行操作蝶變 
回購漸取代央票成主角 
今年以來,中國央行通過公開市場調控流動性的手段悄然發生變化:儘量不動用一年及三個月期央票,但頻繁進行回購操作. 

這一市場變換背後的原因,是中國公開市場到期資金量銳減,同時作為流動性供給主渠道的外匯占款趨降.這預示著歷時 10 年意在回收流動

性的央票將漸漸淡出,央行將主要以正回購或逆回購來調整短期流動性. 

若回購工具成為央行公開市場的主角,則中國銀行體系的短期流動性需保持在相對中性的水平,這意味著可能需要央票和準備金率予以輔佐,
以調節中長期流動性的供需水平,來幫助央行施行逆週期的宏觀審慎管理.  

當然,央行回購工具可以新增其他回購品種來搭配使用,譬如短期限的 7 天、14 天期甚至隔夜回購品種,長期限的 91 天期、182 天期.這在

2002 年以前的中國公開市場操作中也有實踐. 

與央行回購接近的銀行間質押式回購利率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相比,前者自 2010 年來已經顯示出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等物價總水

平更強的抑制效應和靈活性.. 

央行回購工具地位提升,有著諸多積極意義,將更有助於中國市場基準利率體系的構建,並有利於進一步推進中國利率市場化進程.存款市場

為中國利率市場化最待攻堅的堡壘.而當前蓬勃發展的銀行間理財產品市場等資產市場壯大,正在搭建起貨幣市場與存款及其他資產市場之

間的橋樑. 

當然,寄望央行回購工具功能充分發揮就能建成中國市場基準利率並不現實,還需要更多合力促成.其中,中國當局需要給央行足夠授權,並增

強央行貨幣政策操作的獨立性,同時需要債券市場(尤其是企業債券市場)的發展,以及各種要素價格的進一步市場化改革. 

中國 2006 年以來啟動的市場基準利率(Shibor)建設一直躊躇不前.市場基準利率是指在一國利率體系中起基礎作用、作為市場其他產品利

率定價參照系的利率體系.目前,歐盟、英國、日本等國家和地區已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基準利率體系,如倫敦同業市場的 Libor 等. 

截止上周,中國公開市場主要運用的一年及三個月期央票已經連續約兩個月停發;而在過去兩個月中,包括正回購和逆回購在內的央行回購操

作則頻繁進行,並顯示出較強的靈活性和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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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角:回購漸取代央票 
中國公開市場未來到期資金規模銳減,銀
行體系資金面相對緊張,令央票作為公開

市場操作主角的必要性降低,多用回購工

具來熨平市場流動性的短期波動,則更顯

適宜.也就是在流動性富餘的時候,施以

正回購暫時回籠;當流動性緊缺之時,則
施以逆回購進行資金投放.  

路透數據顯示,中國目前央票存量僅逾

1.9 萬億元人民幣,較逾 4.7 萬億元的峰

值大幅減少;而從如今至年底的央票到期

量僅 7,700 億元,假設該規模就為今年央

票存量淨下降額,這也不足去年 1.96 萬

億元央票存量淨下降規模的四成.  

近 10 年來一直扮演主角的央票近來操

作規模及頻率銳減,甚至暫停,還在於中

國流動性供給主渠道的外匯占款新增趨

勢已在改變:過去每月大增變為當前及今

後的增長放緩甚至負增長,這就大大消弱

央票賴以生存的基礎. 

這或許是作為歷史過度產物的央票的宿

命.央行在貨幣政策報告中曾這樣定位其

角色,"人民銀行發行央行票據的主要目

的是收回由於購買外匯儲備而增加的流

動性". 

央票的淡出,其背後的深層動因是中國人

口紅利逐漸減少,全要素生產力未明顯提

升,國際比較優勢降低,國際收支趨於平

衡,擴大內需政策等一系列經濟形勢變化

的結果,尤其是人民幣此前具有的大幅升

值趨勢已經發生變化. 

當然,成長率優於歐美的中國經濟依然會

令人民幣還有升值壓力,但中國近年來異

常嚴峻的通脹水平,已經大大消弱了人民

幣繼續大幅升值的基礎. 

自 2005 年 7 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兌美元

名義升值 24%左右 ,但 2005 年來以

GDP(國內生產總值)平減指數計算的人

民幣對內貶值累計達 76.60%.兩者相加

為 100%,為名義升值幅度的 4 倍. 

初步看,當前美元指數的反轉趨勢可能已

經確立 . 近來美國經濟向好跡象明

顯,Nasdaq 指數還創逾 10 年來新高,而
歐洲債務危機及緊縮性"財政協定"的實

施勢必在中長期拖累歐元匯率,並可能累

及人民幣的幣值表現. 

 

圖 1:中國央行票據未來到期情況一覽圖 

 
圖 2:中國外匯占款淨變化與人民幣升值/貶值趨勢關係圖 
 
從近期數據看,美元指數與人民幣貶值預期及外匯占款增量呈現的相關性為:美元指數走強,
引發人民幣貶值預期,進而令中國外匯占款少增或負增長.. 

綜上分析,中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和國際收支的趨於平衡,將令中國央行貨幣政策從

長達 10 年的被動操作轉向主動調控,管理流動性水平,穩定幣值,並以此促進經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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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性:更多面臨緊缺而非過剩 
回購工具若擔任央行公開市場操作主角,
重要條件之一是銀行體系短期流動性要

保持相對中性水平,這是貨幣主義之要旨

所在,也是中國貨幣政策操作邁出獨立性

的重要一步. 

檢視 2000 年來的中國公開市場操作史,
央票命運的頹勢顯現並非僅始於當前,其
數量功能早在 2006 年下半年開始就更

多由準備金政策來承擔.當年,央行連續

三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擔當本由央票扮

演的對沖外匯占款職責. 

中國準備金政策表現出的更優的流動性

凍結效果和更低廉的操作成本,令央行對

之倚重有加 , 準備金率曾一度升至

21.5%的超高水平. 

數據顯示,2010 年以來,中國法定準備率

上調和央票存量之間存在非常強的替代

關係.  

央票後續命運的能得以延續,一則在於央

行通過啟用央票價格指標,發揮其利率功

能,並以此穩定市場利率;二則後續中國

國際收支的大量盈餘,以及應對全球金融

危機帶來的擾動. 

如今,中國整體流動性趨勢已經發生了改

變,銀行間市場的流動性水平也已處於政

策調整的邊際,且在當前面臨的更多是流

動性緊缺,而非過剩,央票大量運用的必

要性已經降低. 

不過,中國公開市場暫時沒有必要像全球

主要央行公開市場一樣,直接通過頻繁買

賣債券來調劑銀行體系流動性.因為央行

此前對準備金政策的倚重,致目前流動性

"儲備"高達近 17 萬億元,有很大操作空

間. 

當然,在公開市場主用回購工具之時,也
可輔之央票操作和適度調整準備金率,以
調節銀行體系不同期限的流動性供需水

平,這樣將會更加有利於央行施行逆週期

的宏觀審慎管理,應對中國經濟當前的增

速放緩態勢. 

但若準備金率降幅過大,則會帶來流動性

過剩甚至氾濫,勢必需要動用央票來對沖,
這反而又會被動增加央行操作成本.初步

估算,今年準備金率下調若超過 5 次,央
票操作的頻率和規模就需增加. 

 

央行回購操作空間大 
央行公開市場提升回購工具地位,已經比

2006 年央票招標改革之初有了更有利

的條件,但仍需進行一系列相關制度規範

改革和調整,才更利於央行公開市場操作

的順利推進. 

中國央行可供正回購操作的政府債券資

產在 2006 年底不到 3,000 億元,目前則

逾 1.5 萬億元,加上反向的逆回購操作,
央行回購操作將享有的彈性空間還更大.
而央行回購擔任主角也有先例可循.中國

公開市場 2002 年 6 月啟用央票之前就

主用回購工具. 

但中國央行現行回購制度仍有待完善.按
全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債券回購主協議,會
將回購成交合同指定的債券進行凍結,這
意味著可能會減少流通中的現券存量,並
降低二級市場債券流動性,不利於金融市

場平穩有序運行.  

因此,需要改革回購交易質押券的登記託

管制度,增強質押券可流通性,允許將其

置換出來用於新的交易,並擴大央行回購

合約可供質押的券種範圍,採取質押券的

盯市等制度安排原則.央行還可以增加現

行回購合約的品種期限. 

  

 
央行回購交易質押券種主要包括央票、

國債和金融債三類.2002 年前公開市場

回購品種多於當前,包括 7 天、14 天、

21 天、28 天、91 天和 182 天期回購,
甚至還有 364 天期回購,以及其他非常

規期限品種. 

需要指出的是,央行若多運用回購工具,
少操作央票,就會減少中國債券市場的短

期品種供給,勢必會減少銀行等機構短期

資產配置的來源,會給銀行等機構的資產

久期管理帶來一定挑戰. 

從當前看,中國債券市場收益率曲線的短

端快速下行,也部分得益于投資者對短期

品種的配置需求.從操作上看,回購操作

地位的強化,對貨幣市場的引導會帶來資

產價格的迅速調整行為,尤其資產收益率

曲線的短端波動幅度. 

這或可以從央票誕生至 2006 年數量功

能明顯的央票歷史中得到印證.此期間,
三個月及一年期央票發行收益率與五年

期國債為代表的中長債收益率呈現出很

高的同步性波動.(完) 

 

圖 3:中國央票存量及準備金率變化關係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