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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追踪
SIBOS特刊

SWIFT为Sibos2018大会专门推除了“SWIFT 人
民币追踪”特刊，我很高兴在此为各位就特刊的
内容做简要介绍。该大会将于10月22日至25日
在悉尼召开。本期刊物将提供人民币相对于世
界其他货币的月度排名。特刊（如本期报告）将
深度透视特定细分市场或区域中各货币用于支
付的情况。本期SIBOS特刊聚焦于人民币及其
在全球贸易中的使用情况。

Alain Raes
SWIFT亚太和欧非区行政总裁

本期报告将概述澳大利亚的支付格局。澳大利
亚拥有高度创新的支付生态系统，并具备日益
多样及活跃的金融科技。
近年来，该生态系统采
纳了多项支付技术，譬如SWIFT的全球支付创
新（gpi）、新支付平台（NPP）和正在进行中的即
时跨境SWIFT gpi支付试点项目。
本期报告还提
供了中澳之间资金流动的关键数据，以及两国
间的人民币使用情况。

澳大利亚是推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的重要
力量。生机勃勃的悉尼人民币离岸中心和由澳
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澳交所）提供服务支持的
Austraclear人民币平台就是很好的例子。两
国间的人民币支付使用量稳步增长，现已占
澳大利亚与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支付总量的
13.89%。两国间的牢固贸易关系（几乎占澳大
利亚贸易量的四分之一）持续推进了澳大利亚
的人民币使用量增加。2015年生效的《中国-澳
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ChAFTA）是人民币使用
量增长的另一个主要驱动因素。

2013年启动的大规模“一带一路倡议中，基础
设施建设是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通过向“一带一
路”涉及的项目和公司提供融资，该倡议必将
增加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金融和支付
量，并最终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在这种情况
下，SWIFT将能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向一带一
路沿线市场的商业和贸易发展提供金融和数字
基础设施服务，这些重要领域包括：
• 覆盖和连通：
“一带一路”地区的金融机构接
入SWIFT，并使用SWIFT gpi开展高效、可追
踪的支付交易。
• 优化产品与服务：SWIFT提供一整套业务数
据、参考数据、金融犯罪和合规服务。
这些服
务可用作战略决策的重要工具，并帮助金融
机构监控自身的交易。
• 社群和标准：通过SWIFT社群，金融机构可
享受标准化的报文传送。

本期特刊包含企业“人民币支付指引”。该指引
由 中国银行（香港）、法国巴黎银行、花旗银行、
德国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
行银行和SWIFT联合制作，旨在解释人民币作
为支付货币的主要特点，并探讨人民币支付的
复杂环节。
我希望本期“SWIFT人民币追踪”对您有所帮
助。

在全球范围，中国正通过基础设施开发，不断增
强自身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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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摘要和主要观点

从支付角度看，澳大利亚是高度创新的生态系
统。近期发展动向包括该国最大的四家银行 1
和境外银行的多家在澳分行或子公司2启动新
支付平台（NPP）及实施SWIFT gpi。

2016/17财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向贸易金
额达到1,740亿澳元（1,250亿美元）4。这几乎占
到澳大利亚贸易总量的四分之一。两国间的贸
易关系还反映在澳大利亚积极支持人民币国
际化的行动，例如便利澳大利亚交易对手开展
人民币支付的两种模式，即悉尼的人民币离岸
中心和澳交所的Austraclear人民币平台。

作为SWIFT gpi项目的延伸，SWIFT目前正与上
述澳大利亚银行和中国、新加坡和泰国的银行
群体合作，以便在gpi中测试新的跨境实时支
付服务。
测试将引入一套基于SWIFT gpi确定的
重要规则。这些规则消除了跨境支付中通常会
碰到的残留障碍，使得这些支付能够扩大到境
内实时支付系统。

仅须几秒钟，使澳大利亚与中国香港和中国内
地的支付在几分钟内完成。澳交所人民币结算
服务在连接银行，冲销日内不同交易方面发挥
了重要的平台作用。

悉尼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于2015年启动。此前，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被指定为澳大利亚本地人
民币市场的人民币清算银行。这是全球第八
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占全球境外人民币流量的
1.08%。

最初的试验聚焦于进入澳大利亚NPP的跨境
支付，该服务可以扩容，且允许与其他全球范
围内的实时支付系统实现对接，初步测试结果
将在悉尼召开的Sibos 2018大会上公布。

另 一 方 面，澳 交 所 人 民 币 结 算 服 务 使 得 澳
大利亚境内发起的支付可以通过澳交所的
Austraclear结算平台，在境内完成结算，时间

23%

2016/17财年的澳中贸易总额3为1740亿澳元，占到澳大利亚贸易总量的23%4。

31.46%

澳元是用于支付澳大利亚与中国内地和香港间贸易的主要货币。
目前，人民币的
使用量占支付总量的13.89%。

98%

第五大

据《中国简报》报道称，受惠于ChAFTA，超过98%澳大利亚出口至中国的商品免
税或享受优惠税率。

人民币在国际支付货币中排名第五位，占机构和商业支付总额的1.89%。

RMB 6 亿元

4

2017/18财年中，通过澳交所人民币结算服务结算的人民币金额超过60亿元。
结
算的交易数量是一年前的四倍。

4

澳新银行集团（ANZ）、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BA）、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B）和 西太平洋银行（WBC）
如中国银行或汇丰银行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向贸易
4
https://www.austrade.gov.au/News 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8/05/28/china-australia-opportunities-for-trade-and-investment.html/Economicanalysis/ australias-export-performance-in-20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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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大利亚深化与中国的金融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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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澳大利亚通过贸易关系扩大经济合作

a. 贸易
尽管近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出现紧张，两
国间的贸易继续蓬勃发展。

2016/17财年，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向贸易额
达到1,740亿澳元（1,250亿美元）
，占澳大利亚
贸易总量的23% 5 。该数字是澳大利亚第二、第
三大贸易伙伴日本和美国双向贸易的两倍以
上。
两者分别为680亿澳元和660亿澳元。

据Austrade统计，2016/17财年，澳大利亚向中
国的出口总额达到1,100亿澳元，约占该国出口
总额30% 6，比去年增加37%。中国也是澳大利
亚最大进口来源国，总额达到640亿澳元。

Austrade认为，
“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ChAFTA）于2015年12月生效，大幅提升了两
国间的贸易和投资水平。这是上述增长的主要
驱动因素之一。
《中国简报》7报道称，超过98%
的澳大利亚出口至中国的商品享受免税或根
据ChAFTA享受优惠税率。
随着关税逐步降低，焦煤、葡萄酒、牛肉和乳制
品等澳大利亚出口商品预期将显著增长。2019
年1月关税完全取消后，药品、维生素和保健产
品有望面临新的机会。
《中国简报》报道称，在
近期的访问中，澳大利亚贸易部长Steve Ciobo
重申了澳大利亚致力于加强两国间的贸易合
作伙伴关系7。

澳大利亚出口商品的构成主要是资源和燃料，
出口中国的商品主要包括铁矿石、煤炭和天然
气。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RBA）和澳大利亚统计局指
出，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服务及相关的出口
呈上升趋势，2016/17财年达到110亿美元。这
使得中国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出口市场。
2018年5月，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行长Philip
Lowe表示，中国可能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
的地。
Lowe 还对澳大利亚扩大和深化与中国
经济关系表示乐观。

澳大利亚：出口方向，2016 - 2017

新西兰 3.8%

印度 5.1%

美国 5.6%

世界
其他
9.9%

欧盟 9.8%

东盟 11.3%
日本 12.0%
东北亚 *
65.9%

其他东北亚
13.0%
中国
29.6%

资料来源：ABS和Austrade。
其他东北亚地区包括韩国、
香港和台湾。
*NE代表东北。
#RoW 代表世界其他地区。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双向贸易
https://www.austrade.gov.au/News/Economic-analysis/australias-export-performance-in-2016
7
http://www.china-briefing.com/news/2018/05/28/china-australia-opportunities-for-trade-and-invest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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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大利亚深化与中国的金融一体化 (续)

Lowe解释说，关于澳中贸易关系存在许多错误
认识，譬如人们通常认为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
资源，并回过头来进口制成品。
这是一个错误认
识。虽然资源类商品约占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
的三分之二，但澳中贸易依然多样化，包括很多
不同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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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Top Exports9的数字显示，澳大利亚所进
口的最重要商品是：车辆、机械（包括计算机）和
矿物燃料（包括石油）但从出口角度看，韩国、中
国内地和中国台湾是澳大利亚传统贸易最重要
的贸易伙伴。

单位：千

2

韩

从全球贸易角度看，中国可能已遥遥领先地成
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尽管呈现下降
趋势，传统的跟单贸易融资依然是相关贸易流
量的核心组成部分。如果更仔细观察澳大利亚
传统跟单贸易工具（如信用证）的流量，我们会
看到不同的状况。
SWIFT数据显示，澳大利亚主
要从中国内地、韩国和中国台湾进口商品和服
务。

澳大利亚进口最多的国家（发送的报文）

国

澳大利亚一直是中国全球直接投资的第二大目
的国 8 。除了商业地产和基础设施外，中国投资
者还日益关注消费类行业，如医疗和农业企业。

连接澳大利亚的主要传统贸易融资走廊
上线并交付，收发的 MT 700 和 760 报文，不包括央行，按年初至2018年8月数量

中

目前，澳大利亚向中国的出口超过任何其他单
个目的地。
以旅游业为例，中国游客通常会比其
他游客在澳大利亚逗留更长时间，且消费额更
高。
澳大利亚旅游研究院的统计表明，中国游客
的支出约占澳大利亚全部游客支出的25%。同
时，向中国的教育出口约占澳大利亚教育出口
总额的三分之一。中国也已经成为一系列澳大
利亚生产食品的最大单个出口市场。

向澳大利亚出口最多的国家（接收的报文）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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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来源：SWIFT BI Watch
根据Austrade报告，2016年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达到约650亿美元。
http://www.worldstopexports.com/australias-top-10-im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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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支付

i. 各币种的支付趋势和往来澳大利亚的支付

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商业支付走廊
上线并交付，收发的 MT 103 报文，不包括央行，按年初至2018年8月数量

SWIFT的数据显示，在支付领域，美国是澳大利
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占支付总量的22.35%。
处于第二位的英国为17.87%。中国处于第三
位，为10.38%。

美国

但是，支付和贸易数字存在出入。原因可能是
与有些国家的商业往来需要使用跟单贸易产
品。
澳大利亚和中国都积极采纳2017年启动的
SWIFT gpi服务。
该项目使得两国间的跨境支付
变得更加高效、透明和可追踪。目前，澳大利亚
的四家主要商业银行都采纳了 SWIFT gpi，而
中国有超过70家银行已加入SWIFT gpi。

相比之下，美元占全球支付流量38.66%的份
额，但在澳中支付走廊中仅占23.87%的份额。

在澳中和澳港支付走廊中，澳元是最普遍使用
的货币，占31.46%的份额。

22.35%

其他
39.20%

英国
17.87%
中国
10.38%

新加坡
4.63%

新西兰
5.58%

ii. 更细致考察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的情况

年初至8月份的SWIFT数据显示，目前澳大利亚
与中国内地及香港之间13.89%的支付以人民
币结算。
鉴于全球人民币的使用率只有1.89%（
年初至2018年9月），这个数字高于预期。正如
前文所述，两国间的牢固贸易关系（几乎占澳
大利亚贸易量的四分之一）促使澳大利亚的人
民币使用量增加。

澳大利亚收取支付最多的国家

澳大利亚发送支付最多的国家
美国

其他
34.87%

36.60%

英国
12.42%

德国
3.94%

香港
4.35%

新西兰
7.81%

澳大利亚与中国内地/香港之间使用最多的货币
上线并交付，收发的 MT 103 报文，不包括央行，按
金额
年初至今，2018年8月

日元
7.55%

其他
11.25%
澳元 31.46%

港元11.97%
人民币 13.89%

美元 23.87%

资料来源：SWIFT BI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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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澳大利亚深化与中国的金融一体化 (续)

2.2 悉尼的人民币离岸中心为澳大利亚企业提
供人民币服务

2015年，中国银行悉尼分行被指定为人民币清
算结算银行。此后，该市场大幅增长；2015年，
新南威尔士政府宣布了2020年前澳大利亚与
中国的商业交易的人民币结算份额达到20%的
目标10。

SWIFT数据显示，按业务量计算，悉尼离岸中心
是全球第八大人民币离岸中心，处理全球境外
人民币流量的 1.08%。
和其他全球财资部门的做法一样，澳大利亚企
业财资部门已将人民币纳入现有全球货币组
合，用于贸易、投融资、服务与中国的直接和间
接贸易流。
此外，澳大利亚银行还在弥补知识缺口和担当
中介机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澳资银行正利用
其专业技能，支持澳大利亚企业在中国发展。
澳大利亚公司在亚洲的快速扩张促使主要澳大
利亚银行在香港、新加坡和中国内地等市场设
立区域办事处，以便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支持。

起初，人民币主要用于单向结算从中国供应商
进口的商品。随着中国贸易监管政策的变化及
在中国境内经营的澳大利亚公司数量的增加，
促使人民币计价的结构贸易融资、跟单信用证
贴现及贸易融资的需求增长。
澳大利亚银行在悉尼金融中心可使用的当日人
民币计价的流动性工具有限；
因此，澳大利亚银
行在某种程度上需要依赖与拥有更多流动性的
其他人民币离岸中心合作，比如香港和新加坡。

根据新南威尔士州州长 Gladys Berejiklian 在2017年
悉尼召开的首届“人民币全球城市对话”中的讲话
10

8

权重最大的15个离岸人民币经济体 – 年初至2018年8月对比年初至2017年8月
收发的MT 103 和 MT 202 报文。
基于金额。
不包括中国。
75.33%
76.22%

香港
英国

5.79%
5.42%

新加坡

4.59%
4.37%

美国

2.49%
2.54%

韩国

2.44%
2.9%

台湾

2.34%
2.29%
1.43%
1.54%

法国
澳大利亚
日本*
德国
卢森堡

1.12%
0.93%
0.79%
0.77%
0.76%
0.65%

0.48%
0.33%

比利时*

0.30%
0.29%

荷兰*

0.28%
0.29%

澳门

0.26%
0.24%

加拿大

0.26%
0.24%

年初至2018年8月

初至2017年8月

*非清算中心

资料来源：SWIFT BI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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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SX人民币结算服务助力澳大利亚人民币
离岸结算

2014年，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澳交所）与中国
银行悉尼分行（官方人民币清算银行）推出人民
币结算服务。该服务非常有助于促进迅猛增长
的澳中贸易和投资。2017/18财年，通过澳交所
人民币结算服务结算的人民币金额超过60亿
元，结算量是一年前的四倍11。

澳交所人民币结算服务的特色在于多币种服务
能力、即将推出的SWIFT gpi功能以及近乎实时
的支付结算结果。
通过澳交所人民币结算服务，
澳大利亚境内的人民币支付可以在数秒钟内完
成结算，而往来香港和中国内地的支付可在几
分钟内完成结算12。

澳交所还计划进一步完善Austraclear澳元和人
民币结算平台，增加美元结算服务。

使用这一服务的用户能够利用SWIFTgpi，将
SWIFT报文服务应用于澳交所与中国银行悉尼
分行之间的交易联系以及Austraclear参与机构
间的报文传送。2018年11月后，Austraclear平
台能够传送gpi端对端唯一交易参考（UETR）信
息。此举将进一步提高该平台给其用户带来的
跨境结算效率。
此外，ASX还将优化Austraclear，增添新的人
民币存托服务，使得Austraclear的参与机构
能够通过Austraclear，直接发行、持有和交易
人民币计价证券。随着更多币种加入支付平
台，Austraclear还将支持发行、持有和交易更多
币种的证券。

澳交所人民币结算服务流
客户
（澳大利亚或中国）

客户
（澳大利亚或中国）

Austraclear参与机构
在中国银行（银行或客户）
拥有人民币账户

Austraclear参与机构
在中国银行（银行或客户）
拥有人民币账户

SWIFT

（转账和确认）

参与机构现金记录

参与机构账户

贷记

Austraclear
实时结算

中国银行

借记

参与机构现金记录

参与机构账户

资料来源：澳交所

澳交所提供的Austraclear统计数字
来自实际观察的客户使用情况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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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大利亚 - 充满活力和创新的支付格局

3.1 澳大利亚的新支付平台（NPP）– 境内实时
支付的新规范

澳大利亚的支付格局发展迅速。2018年，该国
的支付行业出现众多发展动向。
该国最大的项目之一是在2018年2月公开启动
澳大利亚新支付平台（NPP）。该平台使得澳大
利亚跃升至零售、商业和政府实时支付领域的
全球领先地位。NPP使用称作PayID的简单地
址库，可以在一天当中随时近乎实时的转移资
金。 PayID是 BSB13/账号的代替物，使用电邮
地址、电话号码、澳大利亚企业号码或企业识别
码。
NPP还使用ISO20022标准，在整个支付流程
中（从付款人到收款人）提供丰富的支付数据。

咨询机构普华永道指出，由于采取开放和弹性
设计，NPP在长期可以替代信用卡交易。

同样重要，或许更重要的NPP功能是实现数据
丰富的支付，允许发件人可以提供多至280个
字符的汇款信息，而原先只有18个字符。这样
可以简化支付稽核等流程，并可以利用数据信
息，在例如医疗或退休金等领域提供更有针对
性或定制化的方案。RBA还指出，NPP基础设施
支持开发增值服务，以向最终用户提供创新支
付方案提供了有力支持。

NPP是12家金融机构 14 和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RBA）合作开发的重大行业项目。SWIFT帮助
设计和建设NPP，并继续在该基础设施的运营
中扮演主要角色。

NPP基础设施概览

银行州分行的BSB标准
澳新银行集团、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西太平洋银行、澳大利亚结算有限公司、Cuscal、Indue、
Bendigo and Adelaide Bank、花旗集团、汇丰银行（澳大利亚）、ING银行（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储备银行的银
行服务部。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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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实时支付与GPI秒时支付

澳大利亚和中国拥有牢固的经济关系，部分原
因是有庞大的中国社群生活在澳大利亚。除英
国人外，中国人是历史最悠久的澳大利亚持续
移民，首批移民定居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初。

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地学生进入澳大利亚，他们
会短期逗留，在该国各地的教育机构留学，这也
促使澳大利亚的中国社群日益壮大。中国游客
也为跨境流量作出重大贡献。2017年，澳大利
亚接待的中国游客数量超过130万人。
除了企业相关的商业支付业务，人们也急迫需
要高效网络，以支持零售支付流，譬如学费汇款
和中国游客的支出。
对此，SWIFT gpi 实时支付
提供了快速、透明的支付解决方案。

SWIFT gpi 可以很快地使支付款项在几分钟，甚
至几秒钟内汇入最终受益人账户。SWIFT现正
着手在亚太地区测试新的即时跨境 SWIFT gpi
支付服务15。今年早些时候SWIFT已经与中国、
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国家的领先银行举
行系列研讨会。此次测试将使用与这些银行共
同商定的一套规则。这些规则建立在现有gpi
规则的基础上，消除了跨境支付中的残余障碍，
有助于实现更快速的直通处理。
如今，日末从中国向澳大利亚汇出的支付款项
一般要到第二天才能结算，但该项新服务将可
以提供几乎瞬时的可用资金 - 即便交易发生在
正常营业时间关闭后。

该试点的重点是测试付至澳大利亚的支付业
务，日后还会扩展到其他国家。
澳大利亚的新实
时支付系统NPP将实现境内支付处理。中国-澳
大利亚以及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泰国-澳大利
亚走廊的支付将参与测试，初步试验结果将在
2018年Sibos大会公布。

该服务充分利用银行现有投资，实现多个市场
连接的标准化，提升效率以支持跨境交易。
上线
之后，该项服务产生的重大收益不仅惠及 gpi
银行及其客户 – 最终还将为该地区的所有银行
客户带来完全实时的跨境支付体验，实现更快
的点对点汇款和中小企业贸易结算。

“我们正不断寻找机会，以提供更好的
客户体验；我们很高兴在开发实时跨境
支付的过程中担当主导角色。澳大利亚
国民银行借助‘新支付平台’
，提供全天
候实时清算服务。
因此，我们能够在正常
营业时间之外处理国际支付；更关键的
是，我们能够支持较迟的截止时间，实现
多个时区的当天支付。
”
澳大利亚国民银行支付部总经理Paul Franklin

15
新闻稿 - SWIFT 测试亚太地区的即时跨境gpi支付 2018年8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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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澳大利亚 - 充满活力和创新的支付格局
(续)

3.3 悉尼的金融科技能力 – 活跃、强健的生态
系统
除了新加坡和香港，悉尼也被视为亚太地区重
要的金融科技枢纽。

2017年出版的毕马威报告“扩大金融科技机
会”指出，将近三分之二的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
司总部位于悉尼；到2017年中，澳大利亚金融
科技公司的数量从2014年的100家增加至2017
年中期的579家。上述增长主要由本地公司驱
动，澳大利亚公司占澳大利亚金融科技公司的
将近90%。
监管科技、支付和区块链是澳大利亚
有望成为行业领先者的主要金融科技领域。
毕马威指出，2018年上半年，澳大利亚的金融
科技业投资呈现全球范围增长态势，投资额从
2017年下半年的5,600万美元上升至6,300万美
元16。

澳大利亚央行发布的开放式银行服务框架是
2018年的一项主要发展动向，可能推动金融科
技行业的进一步快速增长。
Fintech Australia主
席Stuart Stoyan对Banking Tech表示，开放式
银行服务将“改变消费者和企业的游戏规则”
，
并将“驱动新一轮的金融科技创新和增长”。政
府已敦促银行在12个月内实施第一阶段的开
放银行服务改革。这将促使四大银行的客户在
2019年7月前将其交易、存款和借记/贷记卡数
据转交给其他受认可金融服务提供商。

16
https://home.kpmg.com/au/en/home/media/
press-releases/2018/08/investment-continues-togrow-in-australias-fintech-sector-1-august-2018.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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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新加坡组织了一项全球金融科技行业
挑 战 赛 。有 5 家 金 融 科 技 公 司 与 全 球 S W I F T
gpi银行的40位高级支付主管参加了两天的
问题解决工作组。最终，两家优胜者在五家公
司中脱颖而出。目前，它们正开展两个gpi增
值服务案例的“价值验证”。其中一家公司是
Assembly Payments。
这家金融科技公司总部
位于澳大利亚，专门通过API开发支付解决方
案。
SWIFT、Assembly Payments和一组 gpi 银
行目前正为一项“跨境主动收款”的增值服务开
发“价值验证”。

4. 人民币支付为企业带来众多机会

人民币可能显得比其他货币更加复杂。
但是，它
比以前已成熟许多，为企业提供了包括优化外
汇风险管理、促进商业对话等在内的诸多重要
机遇。

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人民币
作为支付货币将会迎来更多机会，尤其是其作
为中国公司公司首选支付货币的角色已经大幅
增强。

支付人民币的好处

就与中国开展贸易而言，人民币支付具有诸多
好处：

人民币追踪
SIBOS特刊

扩大客户基础：这将扩大客户基础，增加商业机
会，因为境外公司现在可以接触到更广泛的境
内买家群体。
更快速的收款周期：使用人民币可简化相关的
贸易文档流程，让企业能够加速收款周期。

提高灵活度：境外企业（除了在外汇管理方面受
到当地监管限制的国家外）将发现利用所收到
的人民币可获得重新部署的更高灵活性，包括：
持有存款以赚取利息、或投资于人民币产品（例
如在岸/离岸资本市场）用作提高人民币应付款
项的收益。通过充分利用CNY和CNH外汇市场
的各种可能性及最佳汇率，对冲人民币敞口也
变得更加容易。

请参阅附录“企业人民币支付指引”。该指引由
中国银行（香港）、法国巴黎银行、花旗银行、德
国商业银行、德意志银行、汇丰银行、渣打银行
促进商业对话：从谈判角度看，人民币可提高价 与SWIFT联合制作，旨在解释人民币作为支付
格透明度，便利与中国交易对手开展商业对话， 货币的主要特点，并为您答疑解惑。
以争取可能的供应商折扣。
降低成本：由于中国交易对手无须换汇，人民币
被视为覆盖进出口交易的天然货币对冲工具。

便于接触更广泛中国供应商群体：有些供应商
只接受人民币付款。
简化内部流程：人民币贸易的贸易文件核查流
程更简单（相对于外币）。

获付人民币的好处

优化外汇风险管理：中国大陆的公司若使用人
民币出售商品因为无需进行货币兑换而节省成
本。在处理与人民币没有直接报价汇率的货币
时，其可节省的成本更是相当可观。此外，由于
以人民币计价的应收账款提供了与应付账款的
自然对冲，在外汇套期费用上还可以节省更多。
更多便利：选择使用人民币（即本币）与境外公
司开展交易的中国买家会发现，这种做法简化
了向银行提供支持文件以获取付款的流程。
更好的客户关系：中国买家有更多可供选择的
计价货币，从而可享受更大的灵活度，对卖方公
司的满意度也就更高。

FX stands for Foreign Exchang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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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民币支付为企业带来众多机会 (续)

境外银行可通过三种方式支付或获付人民币。
• 代理行模式
• 清算行模式
• CIPS模式
在代理行模式中，有意向开展人民币支付的商
业银行将使用境外 18 代理行，后者再与境内 19
代理行合作（隶属同一或不同银行集团）。同
上后者将使用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或
CNAPS2（人民币支付的境内RTGS）
，将款项付
至受益人银行。这一选择取决于多个因素，比
如受益人银行是否为CIPS的直接参与者。
第二种模式称作清算银行模式。由中国人民银
行（中国央行）指定的官方人民币清算银行在
境外市场向商业银行提供人民币清算服务。

香港之外的最重要市场包括伦敦和新加坡。商
业银行将利用上述人民币清算银行处理支付
交易。跨境交易将发送至人民币清算银行的内
地总/分行，然后由其通过CNAPS2 或 CIPS转
汇至受益人银行。
对于境外至境外的支付，可以由清算银行提供
支持，直接完成交易。

也有很多银行需要借助一家CIPS在岸参与机
构，比如一家在中国大陆的银行来进行人民币
的支付。第三种模式是通过CIPS系统来助力海
外支付。

境外银行支付或获付人民币的三种不同模式

1

代理行模式

2

3

清算行模式

CIPS模式

想要支付人民币的境外银行
境外代理行

境外
境内

内地代理行

SWIFT
其他

(*) : 可选

“境外”是指中国内地之外
“境内”是指中国内地之内

1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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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离岸中心/
中国央行指定的人民币清算银行

（如建行伦敦分行、
工行新加坡分行、中行悉尼分行）

中国银行（香港）

大陆的人民币清算分行

CIPS*

CIPS境外
参与机构

境外银行

CIPS境内
参与机构

CIPS
CNAPS2
（即境内RT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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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民币使用情况

研究机构East & Partners Asia对2,500名企业
财资主管和首席财务官的国际调查显示，过去
两年来，企业的人民币使用量大幅增加。
East &
Partners 分析师Sangiita Yoong指出，跨境贸
易中人民币使用量最大的六个经济体是台湾、
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韩国和英国。
她指出，
在台湾、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使用人民币
的企业比例已过半，而在韩国和英国，也有相
当比例的企业在使用人民币。

Yoong补充道，人民币跨境交易主要用于贸易
结算、贸易融资以及外汇和风险管理。
在所有
国家（除了英国）
，上述第一个用途均占首位。
SWIFT数据显示，2018年9月，人民币使用量占
境内和跨境交易的1.89%。
如果只考察跨境支
付，不考虑欧元区内部支付，人民币的份额则
更低（1.13%）。

人民币作为境内和国际支付货币的份额
客户发起支付和机构支付量。
通过SWIFT交换的报文。
基于金额。
2016年9月
1

美元

3

英镑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41.08%

31.24%

欧元

7.77%

日元

8

1.45%

港元

9

1.15%

泰铢

10

1.05%

瑞典克朗

11

1.04%

新加坡元

12

0.91%

挪威克朗

13

0.73%

波兰兹罗提

14

0.54%

15

0.46%

南非兰特
丹麦克朗

16

0.43%

林吉特

17

0.40%

新西兰元

英镑

7

1.57%

瑞郎

3
6

1.90%

澳元

美元

2
5

2.03%

加元

1
4

3.53%

人民币

2018年9月

18

0.37%

19

墨西哥比索 0.32%

20

土耳其里拉 0.23%

38.66%

34.65%

欧元

7.26%

日元

3.53%

1.89%

人民币
加元

1.80%

澳元

1.61%

港元

1.51%

瑞郎

1.44%

新加坡元

1.03%

泰铢

0.97%

瑞典克朗

0.83%

挪威克朗

0.77%

波兰兹罗提

0.55%

0.40%

林吉特

南非兰特
新西兰元
丹麦克朗

0.39%

0.35%

0.32%

墨西哥比索 0.31%

卢布

0.19%

资料来源：SWIFT BI Watch

人民币作为国际支付货币的份额
客户发起支付和机构支付量。
不包括欧元区内部支付。
通过SWIFT交换的报文基于金额。
2016年9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44.01%

美元

32.87%

欧元

日元

4.63%

英镑

4.08%

2.61%

加元

2.46%

瑞郎

1.55%

澳元

1.48%

人民币
港元

0.90%

瑞典克朗

0.73%

挪威克朗

0.57%

丹麦克朗

0.48%

新西兰元

0.46%

墨西哥比索

0.46%

0.41%

新加坡元

土耳其里拉
波兰兹罗提
南非兰特
卢布

0.40%

0.39%

0.27%

0.24%

捷克克朗 0.20%

2018年9月
1

美元

3

日元

2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42.14%

36.60%

欧元

4.23%

4.11%

英镑

2.21%

加元
瑞郎

1.92%

澳元

1.54%

人民币

1.13%

港元

0.95%

瑞典克朗

0.67%

挪威克朗

0.61%

新加坡元

0.46%

墨西哥比索

0.45%

新西兰元

0.41%

0.38%

波兰兹罗提
丹麦克朗

土耳其里拉
卢布

0.34%

0.30%

0.25%

南非兰特 0.24%
捷克克朗 0.23%

资料来源：SWIFT BI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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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BI Watch

金融机构的人民币采纳度持续上升。就全球人
民币使用量而言，SWIFT数据显示，过去两年
来，使用人民币开展支付的金融机构数量稳步
增加。

人民币更广泛地用于支付将令中国受益。中
国自然更喜欢使用人民币与“一带一路”倡议
相关的国家进行跨境支付。

2018年8月，SWIFT数据显示超过2,191家金融
机构在全球范围内经营人民币支付业务：
• 其中1,429家经营涉及中国内地或香港的人
民币国际支付，相比2015年8月增加14%。
上
述1,429家机构的概况参见下面的图表：
• 超过765家银行将人民币用于未涉及中国内
地或香港的支付。

使用人民币处理涉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支付的金融机构数量
上线并交付，MT 103s和 202报文，中国内地和香港直接收付的人民币

+14%

资料来源：SWIFT BI Watch

1,429

1,247

+19%
749

+5%

629

+4%

+36%
92

人民币
使用份额

16

137

132

125

415

394

16年8月 18年8月

16年8月 18年8月

16年8月 18年8月

16年8月 18年8月

16年8月 18年8月

非洲 - 中东

亚太

美洲

欧洲

世界

33%

46%

43%

52%

43%

48%

38%

44%

40%

48%

5. 澳大利亚与中国和亚太的经济联系

人民币追踪
SIBOS特刊

结论

“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和亚太其他地区引发
强烈共鸣。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指出，中国计
划在未来10年中斥资1万亿美元以上，在全球
各地支持兴建港口、桥梁和道路20。根据该倡议
的宏伟规划，中国将通过陆地和海上路线与主
要市场相连，为全球经济建立新的通道。

同时澳大利亚与中国保持不断快速增长的活
跃贸易关系。不管是传统贸易类别的增加如大
宗商品和农产品等还是“一带一路”倡议等新
的推动因素，都在持续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增
长。
人民币使用量增加使得贸易更加便利，因为澳
大利亚和中国公司可以用自己选择的货币进
行支付。同时，位于悉尼的众多科技金融公司
的创新也为支持跨境贸易，提供了更丰富的解
决方案。
今年的悉尼Sibos大会为主要从业机构了解最
新市场发展动向并建立紧密联系，进而推动经
贸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提供了绝佳机会。

20
https://www.csis.org/analysis/how-big-chinasbelt-and-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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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SWIFT和人民币国际化

2010年以来，SWIFT通过多种出版物和报告，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向客户及金融行业提供
积极支持。SWIFT通过业务数据部门的“人民
币追踪”发布主要货币采纳水平的统计数字、
对人民币国际化影响的见解、人民币清算方面
的观点及境外清算指引，并会同境外清算中心
和中国的金融业界共同支持人民币的进一步
国际化。
SWIFT通过其全球网络和报文传送服务及聚
焦于人民币的增值服务，为全球人民币交易提
供全面支持。SWIFT还与CIPS开展战略合作，
促进更高效的人民币跨境支付交易。
请访问www.swift.com,获取人民币国际化方
面的更多信息，或者加入我们新建的“业务数
据交易银行服务”LinkedIn群。

利用基于事实的数据信息支持您的人
民币策略

显而易见，人民币的重要性及其在金融市场
的地位日益上升。因此，金融机构和企业已经
着手建立自己的人民币策略或计划在近期内
建立该等策略，但它们需要更多基于事实的信
息，确定本组织目前的状况。
为支持银行的战略发展，SWIFT 业务数据服
务提供各种货币（包括人民币）使用情况的情
报。SWIFT开发了以下三项解决方案，以便提
供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更细致市场信息和竞
争框架：
– Watch平台。
该平台包括一组在线报告和
分析工具，便于银行通过数量、金额及货
币分析，获取关于自身代理行业务的独家
分析和数据，并将自身的表现与市场进行
比较。
– 人民币市场数据。
该分析报告利用仅可
从“SWIFT业务数据”服务获取的独家数
据，提供基于事实的季度市场分析。

– 同样，定制化人民币分析利用SWIFT的独
家数据，提供至关重要的同行竞争和策略
信息，以优化您的业务，支持您的决策。

想要更多了解SWIFT的业务数据人民币咨询
服务及全套业务数据产品，请访问swift.com
或发送电邮至Watch@swi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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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表现统计分析

外汇市场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但它又是一
个分散的市场，因此很难制定精准的综合指
标。不存在记录全部交易的统一“交易所”。在
2016年Sibos大会中，SWIFT宣布推出一项新
的外汇服务，帮助客户持续衡量外汇业务的表
现，并依据源自实际交易的指标而非基于调查
的信息，并作出更明智的战略决定。
– “SWIFT外汇表现统计分析”帮助您对照
同行，持续衡量外汇业务表现，从而依据
源自实际交易的指标而非基于调查的信
息，作出更明智的战略决定。
– 这项基准服务可根据您选定的参数量身
定制，譬如产品（现金、期权）、货币、客户
群体（投资管理人、企业、托管机构等）和
地区。

– 服务的交付成果是以PDF格式提供的一
套月度报告。
报告显示该月份每个同行的
个别详情，按名次排列，除订购人外均保
持匿名。

想要了解“SWIFT外汇表现统计分析”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swift.com或发送电邮至Watch@
swift.com

人民币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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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责声明
本刊物仅提供人民币的特点介绍作信息参考，不得作为综合性研究报告，也不得用于提供金融、法律或监管建议。
本刊物中的任何内容均不
意图和不可被解释为参与本指南的银行的商业化产品。
如对本刊物有任何疑问或问题，请与贵公司银行的人民币业务中心或当地SWIFT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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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因由本文件所载信息而采取的行动均已被告知存有损失的风险，SWIFT或参与本指南的任何银行均不承担任何直接或间接损
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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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人民币追踪
SIBOS特刊

人民币可能会比其他货币看起来复杂。
然而，近年来人民币市场显著成熟，并为企业带来不同方面
的机遇。
本《企业人民币支付指南》旨在向企业解释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的主要特点，并化繁为简，逐渐拨
开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复杂性的迷雾。
本刊物的对象是为在中国境外营运并且没有使用过人民币
作为支付货币与供应商和其他商业伙伴进行交易的企业。
本指南是由SWIFT与下述银行共同发起制作，这些银行均希望帮助其客户进行人民币交易。

就范围而言，请注意本刊物仅涵盖货物和服务的支付，并不包括股息、外国直接投资或资本注入等
的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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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利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

中国在全球经济图景中的重要性及其在“一带
一路”倡议中的角色增加了人民币在各方面的
机遇及其作为中国企业首选货币的作用。

银行对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和全球支
付创新服务SWIFT gpi的大力支持，也令人民
币支付交易效率有显著的提升。超过70家中资
银行加入了SWIFT gpi，其SWIFT人民币跨境支
付量占中国大陆的90%以上。现在的人民币
支付处理速度比以往更快，并具有完全的费
用透明度和端到端的可追踪性 。在2018年7
月，SWIFT与数家企业和银行展开了一个关于
多银行标准的测试项目，以进一步改善拥有多
家银行关系的企业的跨境支付体验。该优化版
的标准允许企业财资主管以单一格式向多家银
行发起和追踪gpi的支付往来信息，以及将gpi
信息集中整合到企业资源计划系统（ERP）和资
金管理系统（TMS）
，简化企业财资主管的工作
流程1。

贵公司的银行将能够就使用人民币作为贸易和
资金需求业务的优点向您提供咨询和充分的支
持。
1.1 人民币支付的优势

作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企业，以人民币支付有
多方面的优势：

降低成本：由于中国交易对手无须换汇，人民币
被视为覆盖进出口交易的天然货币对冲工具。

促进商业讨论：从谈判的角度来看，人民币提高
了价格透明度，便利贵司与中国交易对手开展
商业对话，进而争取可能的供应商折扣。
为您提供更大的中国供应商网络：一些供应商
只接受人民币付款。
简化内部流程：人民币交易能提供更简单的贸
易文件处理程序（相对于外币）。
1.2 人民币收账的优势

优化外汇风险管理：中国大陆的公司若使用人
民币出售商品因为无需进行货币兑换而节省成
本。在处理与人民币没有直接报价汇率的货币

1
新闻发布 — 2018年7月25日布鲁塞尔 — 企业试点开
始测试新的SWIFT gpi多银行支付追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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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其可节省的成本相当可观。此外，由于以人
民币计价的应收账款提供了与应付账款的自然
对冲，在外汇套期费用上还可以节省更多。
更多便利：中国买家若选择使用人民币与离岸
公司进行交易，亦可简化需要向银行提供的支
付辅证文件的过程。

更好的客户关系：
随着更多的发票货币的选择，
中国买家可享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高的满意
度。
扩大客户群：使用人民币支付有助于境外公司
扩大中国客户基础，因为境外公司可以接触更
广泛的客户群体。

更快的收款周期：
与使用外币相比，使用人民币
时涉及的贸易单据过程会相对简单，使企业能
缩短收账周期。

提高灵活性：境外企业（除了在外汇管理方面受
到当地监管限制的国家外）将发现利用所收到
的人民币可获得重新部署的更高灵活性，包括：
持有存款以赚取利息、或投资于人民币产品（例
如在岸/离岸资本市场）用作提高人民币应付款
项的收益。通过充分利用CNY和CNH外汇市场
的各种可能性及最佳汇率，对冲人民币敞口也
变得更加容易。
1.3 采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的考虑因素

在将贸易货币设定为使用人民币之前，包括整
个贸易周期的定价沟通和文件处理安排，以及
支持贸易交易的处理程序和信息技术系统在内
的整个贸易流程都需要进行重新审查和一致化
处理：
• 信息技术系统（TMS/ERP）需要能够支持
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并可区分在岸和离岸
（CNY/CNH）外汇汇率曲线以记录或处理外
汇交易。

• 贵公司将必需与贸易合作伙伴商讨以人民
币进行报价的详情。

• 贸易单据必须修改至以人民币作为贸易货
币，例如：付款条件，结算帐户，公司之间的
协议，发票调整等。

人民币追踪
SIBOS特刊

1.4 企业财资主管的观点

David Blair
新加坡 Acarate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

拥有25年的国际企业管理和财资工作经验

David Blair曾任华为财资部副总裁，曾负责领
导这家发展迅速的中国信息通信设备供应商的
财资改革。在加入华为之前，David是诺基亚的
集团财资主管，建立了世界上一支备受同行尊
重的财资团队。
他亦在ABB、普华永道和嘉吉拥
有相关的经验。David具有管理国际性和多样
化财资团队的广泛经验，并在电子商务标准制
定和专业协会中担任领导的角色。

1. 贵公司使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的起因是
什么？
我们的主要起因有三个 — 首先，在岸的远期外
汇市场是受到非常规范监管的，我们于是开始
计划将外汇风险移往离岸，由我们公司的全球
财资来对冲。
其次，这个安排亦有助于大幅降低
我们的离岸外汇风险。
最后，我们在中国大陆有
许多客户和供应商都倾向使用人民币。
事实上，
一些供应商可能会收取更高的费用来补偿他们
收取其他货币时的外汇风险。

2. 那么这个决定对于贵公司内部的主要影响
是什么呢（例如在程序/ TMS等）？
我们最初遇到的问题是在岸和离岸人民币的
收益率曲线有所不同（即CNH定价与CNY略有
不同）。由于CNH在法律上是“不存在”的，只有
CNY可被输入。因此这个分别也影响了外部审
计，给转用人民币作为支付货币增加了复杂性。
3. 贵公司收取和支付人民币有什么主要的优
势？
如果你是一家中国公司，外汇风险有可能会完
全被消除或比以往降低。如果你是一家外国公
司，以人民币交易有助于更好地管理你的离岸
外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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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于人民币的基本参考信息

2.1 人民币与元

• 人民币 (Renminbi)，简称RMB，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官方货币。
• 元是人民币的基本单位，但也会被作用人民
币的另一称号。
• 人民币的ISO国际货币代码是“CNY”。
2.2 离岸／在岸人民币 (CNH/CNY)

人民币在全球市场上是由一个ISO国际货币代
码 — “CNY”来表示。
然而，有两种名称亦普遍
被使用，它们分别是CNY和CNH。
当人民币在中
国大陆以外流通时，市场通常使用CNH代码，
包括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离岸市场。相反，当
人民币在中国内地流通时或谈及在岸市场时，
便会使用CNY。CNH和CNY的价值实际上是相
同的。
尽管中国正在逐步开放资本账户，对往来中国
市场的人民币仍然存在限制。跨境支付受到支
付目的的限制。经常项目项下的贸易支付在有
证明文件的情况下一般会被允许，而与资本账
户有关的项目可能需要当局预先批准，或仅限
于某些配额之内的往来。
在此前提下，在岸和离
岸人民币外汇市场都有各自的人民币外汇曲
线，而这些曲线可能会互相影响。
为了区分这两组不同的汇率，市场通常会将中
国在岸人民币外汇市场汇率表示为“CNY”汇
率，而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汇率则会被表示
为“CNH”汇率。
例如，2018年9月5日，在岸和离
岸外汇市场的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即期汇率
是：
美元/CNY 6.8384（中国在岸外汇市场）

美元/CNH 6.8618（中国离岸外汇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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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从境外支付人民币到中国
大陆，以下是一个由境外买方从境外银行账户
发送CNY 10,000元到其卖方在中国账户的例
子。
买方
(中国境外)
买方
(中国境外)

1
1

USD
USD

外汇即期汇率
USD / CNH
外汇即期汇率
USD / CNH

A 银行
(买方中国
A 银行
境外的银行)
(买方中国
境外的银行)
CNY 10,000
CNY 10,000

2
2

3
3

B银行
CNY
(卖方中国
B银行
CNY
境内的银行)
(卖方中国
境内的银行)
CNY 10,000
CNY 10,000

CNY
CNY

卖方
(中国境内)
卖方
(中国境内)

境外买方通过A银行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用
离岸人民币汇率USD/CNH兑换CNY 10,000元，
然后指示A银行向位于中国的B银行支付中国
卖方CNY 10,000元。

原材料
供应商
原材料
（欧洲）
供应商
（欧洲）

EUR
EUR

C银行
（欧洲）
C银行
（欧洲）

c
c

EUR
EUR

EUR 2,000
EUR 2,000

当卖方在中国需要支付2,000欧元到欧洲购买
原材料时，卖方将会通过B银行使用人民币在
岸外汇兑换率EUR/CNY将人民币兑换成欧元
以得到2,000欧元；然后他会指示B银行支付
2,000欧元给原材料买方的欧洲C银行户口。

b
b

a
a
B银行
CNY
卖方
（卖方在
B银行
CNY
(中国境内)
卖方
中国的银行）
（卖方在
(中国境内)
中国的银行）
EUR 2,000
外汇即期汇率
EUR / CNY
EUR 2,000
外汇即期汇率
EUR / C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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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法规

人民币经常项目已完全自由化。人民币可以用
作结算中国内地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所有经
常项目下交易。货物贸易是其中一种经常项目
下交易：一家离岸公司可以使用人民币支付从
中国大陆购买货物的费用，也可以在向中国大
陆出售货物时收取人民币。

在离岸账户之间的人民币支付是被允许并不受
中国央行的管制。
视乎离岸账户的所在国家，某
些地方性法规可能会有所不同。

中国的中央银行 — 中国人民银行是负责起草
和执行人民币相关法规的主要监管机构。

由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规定
2009年7月
2010年6月
2011年7月
2012年3月

公告 [2009] 第
11号

公告 [2010] 第
186号

公告 [2011] 第
203号

Announcement
No. 23 [2012]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方案在中国内地（上海、深圳、广州、东莞、珠海）和内
地以外地区（香港、澳门、东盟）365个试验区企业之间展开。

获批准的地区和企业扩展至：在中国大陆20个省份和世界所有国家之间
的贸易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在全中国内地落实

公告 [2012] 第23号 跨境贸易结算推广至所有参与进出口贸易的公司

注：请参见附录的详尽人民币国际化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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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支付指示所要求的信息

请注意此部分仅为提供参考，贵公司的银行可
能要求更多额外的信息。

当企业发送支付到中国大陆时需要留意一些较
为复杂的程序。
当中包括银行需要核实资金的“
合法性”
，然后才可把资金记入受益人的账户。
帐户名称需要为中文或翻译为以CCC2显示，而
且CNAPS码必须是准确的。此外，某些交易有
可能会被要求提供银行分行地址和辅证文件。
在以下的段落中，我们将重点放在企业可能会
被要求提供的CNAPS代码和支付目的上。

3.1 CNAPS代码
中国大陆的结算系统CNAPS没有使用银行识
别码 (BIC)，而是使用CNAPS代码来识别金融机
构。如果仅提供了银行识别码但未提供CNAPS
代码， 银行后台通常需要借助人手来识别受益
银行。
为了避免延误您的支付，贵公司最好先从您的
中国供应商取得他们银行的CNAPS代码，并将
其填写在您的支付指示中。

CIPS使用BIC以支持跨境支付，这为付款银行
识别中国大陆3受益银行提供了便利。
如果在中
国大陆的受益银行是CIPS的参与者，您的银行
可以选择通过CIPS传递您的支付指示，并使用
BIC识别受益银行。
3.2支付目的
识别支付目的是中国人民银行的要求之一。任
何发往到中国大陆的跨境人民币支付均需要列
明支付目的，以避免支付被延误或拒绝。
每一项

2
Chinese Commercial Codes (CCC), 中文电码，详情
请参考https://www.swift.com/ node/19281
3
新闻稿 — 2017年9月27日北京 — CIPS参与行行号纳
入SWIFT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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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目的都有一个代码。请注意每家银行可能
使用不同的格式。
支付目的代码用于识别交易的性质。使用支付
的主要目的通常被归纳为以下这些类别：
• 贸易相关支付
• 服务相关支付
• 个人支付

4. 可提供额外的有用信息

人民币追踪
SIBOS特刊

汇款人可以提供额外的非强制性信息，有助于
银行能更有效率地识别中国的受益人及其银行
的资料。
这些附加信息包括：
• BIC 银行识别码
• 受益人的完整地址
• 受益人的电话号码

27

附录

支付目的 — 清单
中国银行（香港）人民币清算银行以传统格式或以中国支付市场工作小组（China Payments Market Practice
Group, PMPG格式）所建议的格式接受支付目的代码。
下表描述了中国银行（香港）人民币清算银行接受的支付
目的代码及其在CNAPS和CIPS中的相应支付类型。

业务类别

个人支付

传统编码（传统格式）*^
MT103 / PC90

MT202/ PC91

/REMTDR/PART/
/CGODDR/

/BGODDR/

/CSTRDR/

/GOD/

/BSTRDR/

/RGOD/
/STR/

/CSTRDR/PART/
/BSTRDR/PART/
/CCTFDR/

/BCTFDR/

资本转移的部分
或全部返还

/RSTR/
/CTF/

/CCTFDR/PART/
/BCTFDR/PART/

资金转移

/RCTF/

RMT

A113 / 02124

OTF©

A113 / 02112

GOD

A113 / 02113

OTF©

A113 /02114

STR

A113 / 02115

OTF©

A113 / 02116

CTF

A113 /
02117

OTF©

FTF

A113 / 02125

OTF

/OCA/

其他(仅限CIPS)

/COTFDR/

/BOTFDR/

/OTF/

/BNDDR/
/CCDNDR/
/XXXXDR/RETN/*

请注意，您的银行所需的代码格式可能会有所不同。
请向您的银行查询特定的字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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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3 / 02123

A113 / 02127

/BOCADR/

全额注销

CIPS

/FTF/
(For MT202 /
PC91 only)

/COCADR/

慈善捐赠

CNAPS
的支付类型

/BFTFDR/

其他经常交易

资本转让（债券）

PC92

/RRMT/

/CGODDR/PART
/BGODDR/PART/

服务贸易的部分
或全部返还
资本转让

MT103 / PC90
MT202 / PC91
/RMT/
(For MT103 /
PC90 only)

货物贸易部分或
全部返还
服务贸易

PC92

/REMTDR/

个人支付的部分
或全部返还
货物贸易

传统编码 (PMPG格式)*^

OTF
A113 / 02116

CTF

A101 / 01300

OTF

A105 / 02108

OTF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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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国际化 — 里程碑
2009年

1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了人民币2000亿元的货币互换协议，这是首笔货币互换协议。
自此之后，
已经有超过30个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金额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
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多家政府机构联合发布了一项公告，鼓励在试点地区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结算。
9月15日，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筹集到60亿元人民币。

2010年
2011年

1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首次批准了国家开发银行以人民币为境外项目提供资金。

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允许“三类机构”(即境外金融机构、境外人民币结算银行和境外参与银行) 使用人民币投资中国
银行间债券市场。
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在试点区的企业进行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对外投资）
，并且允许银行向境内机构投资的境外
企业或者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

6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允许境外企业可以使用人民币在岸汇率兑换从跨境贸易收取或支付的人民币。
此后，人
民币在岸汇率安排被多次扩大，现已容许更多符合资格的企业参与和涵盖更广泛的人民币业务。
7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有关政府机构联合发布公告，从只限试点区扩大至全国均可使用人民币作跨境贸易结算。
10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
，允许以人民币对内直接投资。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12月16日，中国证监会（简称证监会“CSRC”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联合发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RQFII）规则》
，首次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QFII以人民币进行境内投资。
自此，RQFII计划已多次修订并进一步开放。
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业务的实施细则。

7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境外机构人民币开户和经营的实施细则。

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允许境内非金融机构向海外借款人发放人民币贷款。
9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境外投资者在境内投资人民币金融机构。

9月27日，中国国务院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多项人民币举措的重要试验基地。
1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实施细则，跨境人民币归集由上海试验区扩大到全国。

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了《人民币境内机构投资者资格条例》
（RQDII）并开通人民币境外投资渠道。
11月10日，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联合推出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

12月12日，国务院决定除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在广东、天津和福建再增设三个新的自由贸易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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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015年

5月22日，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联合推出了香港内地基金互认（MRF）方案。

6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经批准的境外人民币结算银行和参与银行可以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CIBM）进行回购交
易。
7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境外公共部门投资者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中投资。

8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提高了USD/CNY的固定汇率，允许做市商根据前一天的收盘价提供固定汇率。美元对人民币的
固定汇率自那时起主要由市场推动。
10月8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正式启动。

2016年

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取消活期存款和短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全面放开利率。
2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向海外私营金融机构开放CIBM。

4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将在四个自由贸易区试行的统一外债管理办法扩大到全国。

8月16日，中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联合宣布深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深港通）。

2017年

2018年

11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境外人民币贷款的新规定。
1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放宽统一外债管理的规定。

2月27日，国家外汇局允许境外CIBM投资者通过债券结算代理商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以对冲CIBM投资的外汇风
险。
5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宣布批准债券通计划。

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的公告。
该公告允许境内银行向客户为非贸易往来账户项目提供跨境
人民币结算服务。
3月15日，国务院宣布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和山西等省再设立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3月23日，彭博社宣布，从2019年4月开始将把中国在岸政府债券（CGB）和政策性金融债券（PFB）纳入其旗舰全球综合指
数。
3月26日，中国首次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所（INE）推出人民币原油期货合约。这是中国第一个外国投资者可接触的中国
国内商品期货合约。

4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CIPS二期于2018年3月26日成功试运。
CIPS将可以提供24小时服务，复盖所有时区的工作时
间，并支持在全球的人民币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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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
China National Advanced
System（CNAPS）

人民币追踪
SIBOS特刊

Payment

向中国大陆以人民币结算的支付将由中国现代
化支付系统（CNAPS）处理。CNAPS使用特定的
代码和信息，是中国国内人民币支付的即时支
付结算系统（RTGS）。

一带一路倡议
在2013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BRI）旨在改善
亚洲和欧洲之间的基础设施。这是一个庞大的
项目，跨越65个沿着丝绸之路陆上经济带的国
家，以及远洋丝绸之路和冰丝之路。

今后，CNAPS将会继续处理国内人民币支付，
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则作为处理跨
境人民币支付的平台。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IPS)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作为跨境人民币
支付基础设施，为跨境贸易、投资、金融和其他
跨境业务提供清算和结算服务。旨在促进人民
币用于国际支付。

CIPS采用了ISO 20022信息标准，并考虑到需
要转换到SWIFT MT信息的要求。
它提供更良好
的兼容性，亦有助于减少人手处理的需求。
从企
业的角度来看，ISO 20022能涵盖更多的业务
需要。
CIPS二期于2018年5月投入使用，并就几个方
面进行了改进：延长营业时间以复盖全球金融
市场的时区，除了实时全额结算之外还增设了
净额结算方式，以及实现与其他金融市场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等。

离岸人民币中心
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指定24个市场作为人民
币结算中心，或可直接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
算和金融交易的地点。在这些城市中，中国中
央银行都指定了一家专门处理人民币清算和结
算的银行，令人民币离岸交易和跨境支付更便
捷。最新增设的清算中心为纽约摩根大通银行
（J.P.Morgan Chase Bank，NY）
，其在2018年2
月开始为美国提供人民币结算服务。
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而伦敦则
是大中华区以外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人民币离岸中心的主要目标是支持人民币国际
化，令人民币结算银行与汇款人可以在同一时
区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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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SWIFT

作為一家全球性同業合作組織，SWIFT
是世界領先的安全金融報文傳送服務機
構。SWIFT為社群提供報文傳送平台和
通信標準，並在連接、集成、身份識別、數
據分析和合規等領域的產品和服務。

SWIFT的報文傳送平台、產品和服務對
接了全球超過11,000家銀行、證券機構、
市場基礎設施和企業用戶，覆蓋200多個
國家和地區。SWIFT不代為客戶持有基
金或管理賬戶，而是幫助全球用戶社區
通過可靠途徑，安全開展通訊並交換標
準化金融報文，從而支持全球和本地市
場的金融交流，並助力國際貿易和商業
活動。依託用戶的信任，我們不懈努力，
精益求精；我們支持社區應對網絡威脅；
不斷探索降低成本、減輕風險、消除低效
的途徑。我們的產品和服務支持用戶社
區的訪問和融合、業務數據、參考數據及
金融犯罪合規需要。SWIFT還在全球、地
區及地方層面讓整個金融界緊密協作，
規範市場實踐，制定標準，並討論共同關
心的問題或憂慮。
SWIFT的總部位於比利時，我們的國際
治理和監管強化了自身合作組織架構的
中立和全球特性。SWIFT的分支機構分
佈全球，其業務覆蓋了幾乎所有的金融
中心。
想要瞭解關於SWIFT的更多信息，請訪
問：www.swi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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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本報告僅作提供信息用途。如果客戶或
任何第三方決定依據本報告及╱或其中
包含的任何結論採取或不採取任何行
動，他們應自行承擔由此產生的任何風
險；對於他們依據本報告及╱或其中包
含的任何建議而採取或不採取任何行動
所導致的任何損失或損害，SWIFT概不
承擔任何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