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追蹤
2018年4月

中港英三地協力
引領人民幣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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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很榮幸向讀者呈現4月期
“SWIFT人民幣追蹤”。本期將着
重介紹人民幣國際化的主要推動
市場：英國 、香港和中國內地 。
我們將提供人民幣相對於世界其
他貨幣的月度排名和比重 ，並通
過更廣泛分析 ，不僅考察其他貨
幣的使用情況 ，還探討影響人民
幣國際化的舉措 、項目和趨勢 。

人民幣使用量持續增長 。雖然採
納速度低於預期 ，但中國在全球
經濟的重要地位日益上升及中資
銀行的全球拓展正為人民幣國際
化鋪設未來增長之路 。

本期刊物中 ，我們將介紹上述三
個國家╱地區各採取哪些不同方
式促進人民幣國際化 。
• 倫敦作為最大的金融市場；
• 香港作為通往中國內地的門
戶；
• 中國內地借助中資銀行的拓展
及“一帶一路”倡議

金融普惠
目前 ，中國已有500多家金融機
構接入SWIFT ，為中國內地跨境
支付提供便利 ，但許多村鎮銀行
依然使用當地中間行與境外開展
支付往來 。

儘管出現上述趨勢 ，全球普遍採
納人民幣還需要具備若干關鍵要
素 ，包括：

普遍連通
人民幣的國際化需要有普遍連通
的支持 。這不僅意味著需要簡化
人民幣支付 ，同樣還需要簡化國
際投資者進入債券和股票市場的
渠道 。目前 ，中國人民幣跨境支
付系統及近期啟動的“債券通”和
“股票通”
（“互聯互通”）制度分別
為上述投資渠道提供支持 。
優化產品與服務
金融機構必須繼續優化為客戶提
供的產品和服務以支持進一步增

長 。業務數據 、清算代碼參考數
據 、報文轉換和網絡等工具構成
拓寬人民幣全球覆蓋面的部分基
礎 。例如 ，SWIFT的參考數據平
台SWIFTRef目前可提供中國人民
幣跨境支付系統成員的信息 。這
將便於訪問中國人民幣跨境支付
系統的數據 ，從而便利世界各地
與中國的人民幣支付業務 。
業界參與和標準
要成為全球性貨幣 ，行業必須持
續專注於效率 、自動化和全球報
文標準化 。CIPS已採納
ISO20022報文傳送標準 ，這必
將支持人民幣國際化 。在此過程
中 ，遵守當地及全球法規比以往
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
本期報告使用2018年3月SWIFT的
統計數字和分析 ，另外還包括與
以下三家中資銀行採訪對話：中
國銀行 、中國工商銀行和中國建
設銀行 。
我衷心希望4月期的“SWIFT人民
幣追蹤”為您提供有價值的洞見 。

作者：Alain Raes
SWIFT亞太和歐非區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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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38.63%
74.98%
77.70%
1

生產環境成功發送的MT 103報文 ，跨境業務量不包括中國境內收到的支付 ，不包括央行支付

4

SWIFT的數據顯示 ，倫敦市場佔人民幣貨幣對
外匯交易確認量的38.63% ，排名第一

香港依然是全球最大人民幣清算中心 ，占中
國境外人民幣業務的74.98%

香港是人民幣支付的主要中介地：77.70%的
1
人民幣商業支付（按數量計）通過香港中轉

25
85.70%
1.62%

25家中資銀行已加入SWIFT gpi ，提高中國跨
境支付的速度 ，實現費用透明及完全可跟蹤

這25家參與SWIFT gpi的中資銀行占中國跨境
支付的將近86%

從境內和跨境支付總量來看 ，人民幣占國際
支付貨幣的份額為1.62% 。如果僅考慮跨境支
付 ，不包括歐元區內部支付 ，業務份額則更
低(0.9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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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依託外匯市場

7

倫敦－
全球最大外匯市場

全球外匯市場規模龐大 。據國
際清算銀行最新的3年度調查估
計 ，2016年全球外匯市場的日
成交額達到5.2萬億美元 ，這使
得外匯市場成為全球交易規模
最大的金融市場2。

外匯交易量最大的國家（非CLS貨
幣）
生產環境成功收發的MT 300報
文；包括央行發起的外匯業務；
僅指新業務
2018年3月 ，按金額計
資料來源：SWIFT BI Watch

36.80%
英國

30.96% 其他

5.53% 法國

10.24% 美國

6.35% 香港
10.12% 中國內地

2

http://www.abcmoney.co.uk/2017/06/20/forex-trading-industry-statistics-2017/
https://brokernotes.co/forex-trading-industry-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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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際清算銀行的數字公佈時 ，外匯交
易量其實已低於2014年6萬億美元的峰值 ，但
2018年交易量開始再次上升 。CLS是領先的
全球外匯結算服務提供商 ，約佔銀行間外匯
交易50%的份額 。該公司公佈的2018年3月數
據顯示 ，向CLS提交的日均交易量為1.86萬億
美元 ，同比增長16% ，而交易的數量同期增
長18% 。
英格蘭銀行和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調查顯
示 ，倫敦是最大外匯市場 ，規模遙遙領先 ，
市場份額約為37% ，日交易量將近2萬億美
元 。紐約排名第二 ，份額約為19% ，隨後是
新加坡 。新加坡是世界第三大及亞洲最大外
匯市場 ，份額為7.9%3。
根據SWIFT數據 ，英國的非CLS貨幣外匯確認
交易量也排名第一 ，占36.80%的份額 ，隨後
是美國(10.24%)和中國(10.12%) 。另外 ，倫
敦還是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確認量領先的市
場 ，占38.63%的份額 ，與其全球外匯市場份
額相當 。

外匯交易量最大的10個國家（不包
括中國內地）
生產環境成功收發的人民幣貨幣
對MT 300報文；包括央行發起的
外匯業務；僅指新業務
14.77% 其他

2018年3月 ，按金額
資料來源：SWIFT BI Watch

5.06% 新加坡

38.63%
英國

6.34% 法國

8.56% 美國

26.65% 香港

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global-fx-peaktrading/foreign-exchange-the-worlds-biggest-market-is-shrinking-idUSKCN0VK1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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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外匯市場包含170多種貨幣 ，但絕大多
數外匯交易僅使用少數幾種貨幣 。美元參與
90%以上的全球交易 ，隨後是歐元 、日元 、
英鎊 、澳元 、瑞士法郎 、加拿大元 、墨西哥
比索 、人民幣和新西蘭元 。此外 ，超過85%
的全球外匯市場僅涉及7個貨幣對：歐元－
美元 、美元－日元 、英鎊－美元 、澳元－美
元 、新西蘭元－美元 、美元－加元 、美元－
瑞郎 。大部分交易來自金融機構 ，機構交易
約占外匯市場交易量的94%4。

人民幣交易量相對較小 ，通過SWIFT進行的
96.52%5的人民幣外匯交易（按金額）以美元為
對象 。
上海清算所宣佈將聯手倫敦合作機構 ，啟動
中國首個跨境外匯清算平台 。因此 ，人民幣
境外交易和投資活動預期將增長 。這將有助
於增加人民幣境外交易和投資活動 ，並進一
步提高倫敦占境外人民幣交易的份額 。

人民幣外匯交易 ，2012年後
14.60

生產環境成功收發的人民幣貨幣
對MT 300報文；包括央行發起的
外匯業務；僅指新業務

13.04

2012財年－ 2017財年
SWIFT BI Watch

11.59

外匯交易
數量（百萬）
外匯交易
總金額
6.73

3.20
2.22

2012
4
5

2013

2014

2015

https://www.poundsterlinglive.com/gbp-live-today/5435-london-foreign-exchange-turnover-data-2016
截至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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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
支付樞紐

英國的跨境支付數量 ，對比世界其他
地區
生產環境成功收發的MT103和
MT202；跨境 ，不包括央行發起的支
付 ，按數量計
2018年第1季度
24.68% 美國

SWIFT BI Watch

49.04% 其他

11.43%
英國

8.01% 德國
3.55% 中國內地
3.29% 香港

星展銀行認為 ，倫敦依然是具有吸引力的區
域財資中心所在地 ，因為倫敦具備世界最大
的稅收協定網絡（已與140個國家簽署稅收協
定）、先進的銀行服務設施 、強有力的監管 、
雄厚的人才儲備和先進的IT及電信系統 。超
過500家銀行在英國設有辦事處 ，大多位於倫
敦 。上述優勢使得倫敦成為領先的全球支付
樞紐之一6。
根據SWIFT數據 ，就所有貨幣而言 ，英國收
發的商業和金融報文數量居世界7第二位 ，僅
次於美國 。

倫敦也已成為全球西部的人民幣支付樞紐 。
雖然香港依然是最大人民幣清算中心 ，占
74.98%的業務份額 ，而倫敦則是大中華區
外的最大清算中心 ，並一直保持該地位 。但
是 ，倫敦佔全球人民幣清算業務的份額僅從
2017年第1季度的5.91%略微上升至2018年的
5.94% 。
倫敦當前的主導地位可能變化 。隨著中國公
司在亞洲8尋找業務機會 ，以及越來越多中國
在線支付平台在東南亞設立更多區域樞紐 ，
人民幣業務的重心可能發生轉移 。

有些金融服務公司已選擇倫敦作為歐洲總
部 ，以確保進入整個歐盟市場 ，最大程度利
用倫敦龐大的金融服務生態系統 。這些公司
正在觀望英國與歐盟間金融服務貿易關係的未
來走向 。
儘管存在上述挑戰 ，在2017年9月的最新“全
球金融中心指數”中 ，倫敦仍保持了全球第一
金融中心的地位 ，甚至拉大了與紐約等其他
中心的距離9。

6

https://treasuryprism.dbs.com/treasury-management-market-profiles/united-kingdom
MT 103和MT 202
8
https://www.finews.asia/finance/25370-don-t-forget-the-renminbi
9
http://www.montrealinternatio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7/03/gfci_21.pdf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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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倫敦金融城
Sherry Madera ，倫敦金融城亞
洲特別顧問

哪些主要因素促使倫敦取得成
功 ，並佔有外匯交易市場的巨大
份額？您認為未來兩三年 ，上述
地位面臨哪些主要挑戰 ，存在哪
些增長機會？
倫敦市場的成功部分歸功於地理
位置 。亞洲和美洲開展交易的時
候 ，也正好是倫敦外匯市場的營
業時間 。因此 ，倫敦市場可以得
益於強勁的需求 ，提供最優價格
和利差 。另外 ，倫敦是全球性
都市 ，所以倫敦市場熟悉並樂於
接受多種貨幣交易 。倫敦有超過
250家外國銀行 ，以及無數的私
人財富和主權財富基金－這些投
資者喜歡以本國貨幣開展交易；
這樣做是有原因的 ，因為它們藉
以開展交易的財資中心需要流動
資金 。
亞洲同時蘊含重大風險和重大機
會 。隨著亞洲金融市場興起並走
向全球 ，金融市場必須滿足它們
日益增長的外匯需要 。亞洲交易

者增多 ，意味著大額交易的記賬
地點可能逐漸發生轉移 。亞洲外
匯交易者可能將外匯市場的交易
從倫敦向東遷移 。另一方面 ，倫
敦毫無疑問是外匯交易（包括亞洲
貨幣）規模最大 、流動性最好的市
場 。倫敦擁有外匯交易方面的“鮮
活”知識；因此 ，倫敦市場有機會
開展創新 ，包括開發以亞洲貨幣
計價的新產品 ，並創造新的對沖
和避險產品 。
鑒於英國脫歐以及歐洲新規定 ，
比如提高保證金要求和增加外匯
交易透明度 ，您認為未來兩三年
外匯交易市場會如何發展？
市場依靠波動而繁榮 。我們今後
有機會在倫敦創建一個市場 ，服
務於某些客戶的需要 ，為英國脫
歐後業務方面的貨幣風險提供對
沖 。同時 ，亞洲將繼續推進改
革 。最近 ，在中共19大之後的發
言中 ，習近平主席非常明確地表
示中國將繼續推動金融改革和開
放 。這必將涉及中國貨幣人民幣

的幣值重估－我們目前還不清楚
會產生什麼影響 。或許 ，中國的
改革和亞太地區的穩步增長更能
牽動外匯市場 。
過去數年來 ，您認為人民幣交易
出現了哪些重大動向 ，您認為今
後兩三年人民幣交易市場會如何
變動？
目前 ，人民幣面臨重大時刻 。
2012-2015年間 ，人民幣曾快步
國際化 ，而2015-2017年人民幣
又遭受質疑 。無論如何 ，未來都
將開啟新篇章 。人民幣國際化正
再次從邊緣議題變成核心議題 。
易綱擔任人民銀行的新行長 ，對
金融體系的穩步開放和改革來說
是個好消息 ，其中包括預期開放
人民幣的使用 。“一帶一路倡議”
更將起到促進作用 。“一帶一路”
是宏偉的歐亞基礎設施投資計
劃 ，由中國倡導 ，但向所有國家
開放 。在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的
過程中 ，人民幣的可兌換需求將

變得更強烈 ，有望產生新的貨幣
對及人民幣標價的金融產品 。中
國通過“債券通”和合格境外機構
投資者╱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
資者制度 ，向境外投資者開放境
內債券市場 ，並通過“熊貓”債券
形式 ，接受境外發行的人民幣債
券 。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股票通和
債券通已設立及運行（但後者僅限
北上）。“倫敦－上海股票互通”制
度也正達成突破性協議 ，以便逐
漸 、穩步向各自的投資者群體開
放市場 。未來幾年的人民幣國際
化將考慮到上述趨勢 ，討論重點
可能從開發境外市場轉向人民幣
跨境流動 、“一帶一路”相關的中
國境內外投資 ，以及最終的境內
和境外可兌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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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人民幣通往中國內地的門戶

15

香港－
最大人民幣離岸中心

香港依然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清算中心 ，占離岸人民幣業
務的74.98%；中國似乎熱切希望香港保持該領先地位 。
在2018年2月的一次會議中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范一飛
表示 ，央行將幫助香港鞏固作為人民幣離岸交易樞紐的地
位 。10

設有清算中心的15個最大境外人民幣經濟體 ，按權重
客戶發起支付和機構支付量 。對內+對外支付 。基於金額 。
不包括中國 。
SWIFT BI Watch

2017年第1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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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7%

1.65%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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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inabankingnews.com/2018/02/05/central-bank-says-will-cement-hong-kongs-position-rmb-hub/

國

德
亞
利

大

澳

國

法

灣

台

國

美

國

韓
坡

加

新

國

英

港

香
10

5.91%

5.94%

75.78%

74.98%

2018年第1季度

香港－
人民幣超級中介

除了擁有全球最大人民幣支付業務份額 ，香港正強化其主
要支付中介地的地位：77.70%的人民幣商業支付11
（按數
量計）通過香港中轉 。
正如范一飛所言 ，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具備為參
與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提供金融服務支持的天然優
勢 。范一飛表示 ，為更好地發揮這個作用 ，香港應更努
力強化自身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豐富離岸
金融產品的品種 ，加強人民幣資產風險管理 ，採取更多金
融創新 ，支持中國公司走向海外12。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張德江同樣在2018年2月指
出 ，香港仍然是內地最大外來直接投資來源地 ，是人民幣
國際化等政策先行先試的“首選”。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
副理事長張曉強也指出 ，香港沒有資本和貨幣兌換限制 ，
使得它成為“一帶一路”相關項目融資的理想中心城市 。
近年來 ，香港的人民幣使用量增長趨緩甚至稍有下降 ，
但人民幣正再展雄風 。據2018年1月路透社消息稱 ，
香港的人民幣存款達到一年來最高水平 ，而印度IL&FS
Transportation Networks發售的9億元（1.4億美元）離岸債
券是一年多來首次銷售的高收益離岸人民幣債券 。此舉更
加表明 ，人民幣的國際使用正在復甦 。另據《中國日報》報
道 ，中國政府也在考慮准許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公司在
香港通過人民幣首次公開募股(IPO)的方式籌集資金 ，這將
加強香港作為離岸人民幣中心的地位13。
畢馬威近期對香港23家中資銀行的調查證實了這一點：銀
行業者表示 ，香港是最大的離岸人民幣市場 ，該地位使
得它成為人民幣國際化趨勢的最大受益者 。46%的銀行表
示 ，跨境融資將成為2018年人民幣業務的重點 。相比之
下 ，27%和18%的銀行分別將人民幣兌換和人民幣貸款作
為業務重點14。

“香港仍然是內地最大外來直接投資來源
地 ，是人民幣國際化等政策先行先試的
首選 。”
張德江
全國人大常委委員會委員長

11

生產環境成功發送的MT 103 ，跨境業務量不包括中國境內收到的支付 ，不包括央行支付 ，按數量計 ，2018年第1季度

12

http://www.chinabankingnews.com/2018/02/05/central-bank-says-will-cement-hong-kongs-position-rmb-hub/

13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china-yuan-internationalisation/signs-point-to-revival-in-international-use-of-chinas-yuan-idUSL4N1P71VA

14

https://home.kpmg.com/cn/en/home/news-media/press-releases/2017/12/chinese-banks-in-hk-see-rmb-internationalisation-as-key-growth-opportunity.html

http://www.chinadaily.com.cn/a/201801/10/WS5a55503ba3102e5b17371b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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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互通制度

支持人民幣國際化的計劃還包
括2017年（“股票通”啟動後兩
年）啟動的“債券通”。“債券
通”是繼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制
度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
者制度和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
直接投資制度後 ，允許境外機
構投資於境內債券的第四項計
劃。

澳新銀行表示 ，“債券通”將有助於向國際投
資者更全面開放中國9.4萬億美元的龐大債券
市場 。目前 ，境外買家僅持有2%的中國債
券 。因此 ，“債券通”將打開新的渠道 ，便於
國際投資者使用人民幣 。澳新銀行認為 ，全
球資產將穩步增加對中國市場的配置 ，這將
為中國企業和投資者創造重大的債券發行和投
資機會15。
截至2018年3月底 ，來自22個司法管轄區的
288家經批准國際投資者 、24家境內交易商 、
55家香港本地託管機構和20家香港外匯結算
銀行已參與“債券通”。目前 ，中國外匯交易
中心和港交所合資成立的債券通有限公司正與
中國內地及香港政府部門和金融基礎設施機構
合作 ，為“債券通”引入更多執行機制 。

資料來源：債券通有限公司
15

https://institutional.anz.com/content/dam/Institutional/en/documents/digital-services/RMB-The-New-Renminbi-Real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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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和結算安排

交易和執行

根據“債券通”制度 ，投資者可通過受認可投資平台與中國外匯交易中
心間建立的交易關係 ，投資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包括一級和二級市
場）的現貨債券 。投資者可借助“電子報價請求”(RFQ)機制 ，通過熟悉
的國際固定收益交易平台界面直接開展交易 ，並可自行向當前24家參
與的境內交易商中任何一家索取報價 。這比“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直接
投資”制度所有改進 。此前 ，投資者只能通過境內債券結算代理行買賣
中國債券 。

交易後結算和託管

“債券通”確立了境內與境外中央證券存管機構的結算關係 ，即中國內
地的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和上海清算所 ，以及香港金管局
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統(CMU) 。投資者可以指定離岸全球託管機構或
CMU成員作為本地託管人 ，所購買的債券將根據CMU的代理人結構以
託管方式持有 。最終投資者是“債券通”項下所購債券的實際擁有人 ，
擁有債券持有人的權利及相關債券包含的權利 。“債券通”採取代理人
持有結構 ，類似於國際市場廣泛使用的結構 。根據中國銀行間債券市
場制度 ，投資者必須在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和上海清算所
開立直接境內結算賬戶 。

離岸

香港

中國內地

港交所
國際投資者

中國外匯交易中心

境內交易者

交易
債券通有限公司

原有接口

受認可投資平台

中國外匯
交易中心
債券交易系統

交易關係

原有接口

結算
全球
托管機構

CMU
成員

金管局
CMU

代理人結構
結算關係

中債
+ 上海清算所

19

20

中國內地
中資銀行的國際拓展

21

中資銀行的全球拓展

“中資銀行繼續快速拓
展 ，境外資產規模的增長
速度甚至超過境內資產 。”

Eugenio Cerutti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部主任助理

16

https://voxeu.org/article/chinese-banking-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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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銀行體系穩步增長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部主任
助理Eugenio Cerutti在VOX中
寫道 ，“2010年 ，中資銀行的
資產超過美國銀行體系的總資
產 ，並在2016年超過歐元區
銀行體系的資產合計總額 。目
前 ，中國銀行體系規模居世界
首位 ，總資產達到約35萬億
美元 ，但境內資產佔其總量的
97%左右16”。

Eugenio Cerutti指出 ，中資銀行繼續快速拓
展 ，境外資產規模增速甚至超過境內資產 。
雖然境外業務相比境內業務規模較小 ，但中
資銀行是亞洲 、非洲 ，特別是加勒比地區
許多借款國的重要銀行服務機構 。Cerutti指
出 ，貿易融資可能推動中資銀行的部分業務
關係 ，但融資關係遠遠不局限於貿易範圍 ，
並可能更多與中國對外的境外直接投資保持同
步 ，譬如大規模基礎設施項目的建造 。

17

SWIFT數據證實了上述拓展 。2012年至2017
年間 ，中資銀行開設的分行或子公司數量增
長了56.45% 。

中國政府鼓勵中資企業的境外拓展 ，加上“一
帶一路”倡議等項目需要大量貸款 ，上述貸款
量必將繼續增長 。

即使業務量相對較少 ，境外貸款業務拓展仍
與歐洲和美洲的銀行形成鮮明對比 ，後者正
在縮減跨境業務的資產規模 。另據《全球金
融》雜誌報道稱 ，2016年 ，中國四家最大銀行
中三家的境外貸款增長率首次超過境內貸款 。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認為 ，上述境外貸款有助
於緩衝歐洲銀行撤離造成的跨境資產流量減
少 。麥肯錫研究指出 ，“中國大型銀行的境外
資產比例增速相對最快”，中國“在全球金融體
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境外投資資產總額從
2005年的第16位上升至2016年的第8位17。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trategy-and-corporate-finance/our-insights/five-steps-to-a-more-effective-global-treasury
http://www.businesstimes.com.sg/banking-finance/chinas-banks-are-leading-globalisation-charge-mckinsey-says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7-09-12/china-s-banks-are-leading-globalization-charge-mckinsey-s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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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華
運營管理部副總經理

1

“一帶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大 、參與國家最
多 、最具發展潛力的國際經濟合作帶 ，將進
一步深化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 ，
發揮各自比較優勢 。工行作為國有大型商業
銀行 ，也是“一帶一路”倡議的參與者 、實踐
者和受益者 ，全力服務國家戰略是我行的責
任 。從工行業務發展戰略看 ，“一帶一路”已
成為我行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我行
業務和收益增長的重要來源 。“走出去”企業
大多規模較大 ，經營多元 、效益優良 ，前景
看好 ，與我行的業務發展偏好和經營策略有
很高的契合度 ，因此 ，我行發揮自身資金 、
網絡和技術等優勢 ，全力為“走出去”企業以
及沿線國家客戶提供多元化優質金融服務 。
1

“一帶一路”是否是貴行全球業務拓展的驅動之
一？
2

您是否認為未來5年人民幣的採納╱使用範圍
會擴大？如果是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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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今年1月 ，中國人民銀行發佈《進一步改善
人民幣跨境業務政策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通
知》，支持企業使用人民幣跨境結算 ，凡依法
可以使用外匯結算的跨境交易 ，企業都可以
使用人民幣結算；便利境外投資者以人民幣進
行直接投資 、便利企業境外募集人民幣資金
匯入境內使用等 ，這都釋放出進一步強化人
民幣跨境使用的信號 。展望未來5年 ，隨著中
國經濟進一步提質增效 ，人民幣國際化的基
礎設施將進一步完善 ，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
換將有序推進 ，經常項目人民幣跨境使用將
進一步擴大 ，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渠道將進一
步拓寬 ，雙邊貨幣合作將繼續穩步開展 ，人
民幣作為儲備貨幣規模將進一步增加 。––

孫尚斌
清算部副總經理

1

中國銀行積極響應國家“一帶一路”倡議 ，提
出並推動“一帶一路”金融大動脈建設 。截至
2017年末 ，中國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共跟
進境外重大項目逾500個 ，完成對“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各類授信支持約1000億美元 ，成為
中行海外業務發展的重要支撐 。
中國銀行加大“一帶一路”沿線佈局力度 ，完
善全球服務網絡 。2015年以來 ，中行海外機
構新增覆蓋7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截至
2017年末 ，已在22個沿線國家設置機構 ，成
為沿線機構佈局最廣的中資銀行 。中行還擔
當“一帶一路”沿線人民幣跨境流通主渠道的角
色 。2017年 ，中行在“一帶一路”沿線機構共
辦理人民幣清算量近5萬億元 ，市場份額全球
領先 。
此外 ，中行還積極在“一帶一路”中發揮橋樑
和紐帶作用 。推出“中小企業跨境撮合服務”
和“一帶一路”國際金融交流合作研修班 ，為
“一帶一路”沿線的政府和企業提供便利 、可
靠的交流合作平台 。
2

人民幣國際化會繼續推進 ，人民幣在國際範
圍內的使用會更多 、更廣泛 。
首先 ，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遠低於中國經濟在
全球經濟當中所佔的體量比重 ，未來發展潛
力巨大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7年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 ，2017年中國
GDP佔全球GDP大約在15%以上 ，進出口佔
全球進出口總額大約11%以上 。而人民幣在國
際體系中還處在一個相對較低的水平 。

李彪
中國建設銀行倫敦分行（英國人民幣清算
行）總經理
利化 。當前全球低利率市場環境下 ，中國較
高的資產收益率將繼續吸引全球資金進入國內
資本市場 ，引導全球資本配置人民幣資產 。
再者 ，人民幣的儲備和計價貨幣的功能開始
發揮 。超過60個國家和地區將人民幣納入外
匯儲備 ，金額超過等值1千億美元 。從優化全
球投資配置的角度看 ，未來市場對人民幣資
產有巨大的需求 。一些大宗商品的交易也開
始以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 ，上海國際能源交
易中心原油期貨也在積極籌備中 ，將引入境
外投資者 ，有助於人民幣逐漸成為大宗商品
的計價貨幣 。
此外 ，境內外市場主體也對人民幣國際化地
位預期樂觀向好18。––

1

是的 ，毫無疑問 。2013年以來 ，建行非常
重視支持“一帶一路”倡議 ，加速設立境外機
構 ，申請多種業務的金融牌照 。
我們正處在轉型發展期 ，將通過全面 、多功
能 、一體化 、創新 、智能途徑服務於“一帶一
路倡議”。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已成為我們的主
要目標市場 。截至目前 ，建行已在“一帶一
路”沿線設立新加坡分行 、首爾分行 、胡志明
市分行 、俄羅斯分行 、迪拜分行 、新西蘭分
行 、馬來西亞分行和華沙分行 。並且 ，我們
正在哈薩克斯坦申請銀行業務牌照 。“一帶一
路”正幫助建行進一步優化境外拓展和經營 。
2

是的 ，肯定是這樣 。作為英國的人民幣清算
銀行 ，我們見證了過去幾年人民幣使用量的
不斷增長；由於中國經濟穩定強勁 ，人民幣
被納入特別提款權 ，以及中國境內市場逐步
開放 ，未來5年這個趨勢很可能將會持續 。
就像“債券通”那樣 ，我們期盼盡快看到更多
人民幣創新產品進入市場 ，如滬倫通 、人民
幣綠色融資債券等 。與此同時 ，我們也將支
持和鼓勵“一帶一路”項目中使用人民幣 。––

其次 ，金融市場的不斷開放和境內外互聯互
通 ，為人民幣在資本項下使用開闢了廣闊空
間 。近兩年來 ，人行出台多項政策加強境內
外金融市場互聯互通 ，包括推出債券通 、完
善股票市場連通機制等 ，推出全口徑跨境融
資宏觀審慎管理政策 、明確境外機構進入境
內債券市場業務流程 ，不斷體現跨境投資便

18

根據中國銀行的2017年人民幣國際化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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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gpi在中國

SWIFT全球支付創新(gpi)項目已快速成為跨境支
付的新標準 。已有150家領先的交易銀行簽約參
加該項服務 ，占SWIFT全部支付量的75%以上 。
SWIFT gpi通過提升跨境支付的速度 、透明度和
端對端查詢 ，改善跨境支付的客戶體驗 。

中國有25家銀行參與SWIFT gpi ，
占中國跨境支付的將近86%19。
SWIFT中國區負責人Daphne
Huang指出 ，“中資銀行參與數量
增加 ，將便利中國企業‘走向全
球’，參加‘一帶一路’建設 。”
例如 ，中國銀行是首批上線的銀
行之一 ，併表示gpi提升了跨境支
付的客戶體驗 。“從發送支付指令
到客戶收到入賬確認短信 ，首筆
實時支付的快捷速度令人驚喜”，
中國銀行清算部副總經理孫尚斌
表示 。

SWIFT gpi也得到CIPS的支持 ，
後者為成員銀行頒布指引 ，確保
以端對端方式處理付至中國受益
人的人民幣跨境支付 。
往來中國的gpi走廊當中 ，最重要
的是中美走廊 ，地位遠超其他 。
在匯往中國的所有gpi支付中 ，有
90.13%來自美國 。其次最重要的
兩條往來中國的走廊為中德和中
法走廊 。隨著更多gpi成員銀行的
投產上線 ，上述情況料將改變 。

往來中國的3條最大gpi走廊
生產環境成功發送的報文；往來中國的gpi MT
103報文；跨境；按數量計
2018年1月－ 2018年3月
SWIFT BI Watch

3

中國 - 加拿大

6.72%

2
1

3.46%

中國 – 美國

72.33%

3
1

德國 - 中國

法國- 中國

1.18%

中國 – 美國

90.13%

2
來自中國的gpi流量
去往中國的gpi流量

19

生產環境成功發送的報文；中國gpi銀行收發的MT103報文；跨境 ，按數量計；2018年第1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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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 澳大利亞

12.78%

中國和非洲－開啟人民幣新篇章

中國與非洲間的銀行間賬戶關係數量

186
170

（基於MT 950和MT 940)
資料來源：SWIFT BI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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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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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資銀行已逐漸與非洲同業建立
更牢固關係 。這有助於非洲私人
部門增進對中國金融體系的信任
與熟悉 。一個突出例子是工商銀
行收購標準銀行（非洲最大銀行）
20%的股權 。
SWIFT數據證實了上述趨勢 。
2008年至2017年間 ，中國與非洲
間的銀行間關係數量顯著增長：
從20個銀行間賬戶關係增至186
個。

20

https://macauhub.com.mo/feature/chinas-currency-increasingly-present-in-africa/

21

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1/18/chinas-bid-upend-global-oil-market-petroyuan-shanghai/

2011

2012

2013

2014

與此同時 ，中國企業和銀行與越
來越多非洲國家的貿易中使用人
民幣 ，其中若干國家還將人民幣
納入貨幣籃子 。例如 ，加納 、
尼加拉瓜 、毛里求斯和津巴布韋
將人民幣用作支付和儲備貨幣；
尼加拉瓜央行10%的外匯儲備為
人民幣 。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經濟
體及中國在該地區的主要貿易伙
伴 。2017年中國外長訪問南非
後 ，南非開始使用人民幣 。這兩
個國家還啟動了首個雙邊貨幣兌
換平台20。

2015

2016

2017

隨著新產品推出 ，人民幣使用量
可能增長 。例如 ，2018年上半
年 ，上海期貨交易所推出期盼已
久的首個中國石油期貨合約 。該
合約將首次在亞洲上市 ，成為該
地區的首個原油基準 。這一點非
常重要 ，因為亞洲是石油消費增
長最快的地區 。《外交政策》雜誌
指出 ，“石油人民幣”合約可能預
示全球能源市場的巨大轉變 ，並
推動中國在全球經濟中扮演最重
要的角色 。非洲石油出口商可能
躋身越來越多使用人民幣支付的
公司行列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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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

0.25%

39.45%
34.55%
7.09%
3.50%
1.70%
1.62%
1.48%
1.43%
1.33%
1.03%
0.96%
0.86%
0.71%
0.58%
0.46%
0.44%
0.33%
0.30%

美元

2

0.21%

1

0.36%

43.09%
29.83%
8.00%
3.27%
1.88%
1.85%
1.59%
1.47%
1.10%
1.05%
0.97%
0.93%
0.68%
0.56%
0.44%
0.41%
0.35%

0.31%

美元

1

一帶一路–
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潛在影響
雖然過去數年人民幣占支付業務
的份額下降(SWIFT數據顯示 ，
2018年3月 ，人民幣使用量占境
內和跨境支付的1.62%），但分析
人士樂觀地認為 ，多項舉措將扭
轉下降趨勢 ，促使人民幣用於國
際支付的使用量增多 。最大的驅
動因素很可能是
“一帶一路”
倡議。

貨幣在國際支付貨幣中所佔的份額

客戶發起支付和機構支付量 。通過
SWIFT交換的報文量 。基於金額 。MT
103 、MT 202；境內和跨境 。

資料來源：SWIFT BI Watch

例如 ，參與“一帶一路”倡議的公
司有望在香港通過人民幣IPO籌集
資金 。這將給公司在境外市場籌
資帶來便利 ，同時也將推動人民
幣國際化 。

全球性銀行（包括花旗集團和匯豐
銀行）正擴大在“一帶一路”國家的
人員配備和經營 ，以便推出人民
幣解決方案 ，包括資本市場解決
方案和對沖等 。銀行業者認為 ，
中國企業在從越南到比利時的各
個國家積極拓展業務 。這些企業
偏好使用本國貨幣 ，因此可能有
助於扭轉人民幣使用量下降的趨
勢22。

人民幣使用規模可能非常巨大 。
匯豐銀行預測 ，未來10年中 ，中
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
量可能每年超過2.5萬億美元 。匯
豐銀行馬來西亞分行國際業務負
責人Ian McElwain指出 ，“中國的
‘一帶一路’倡議將進一步強調提
高各經濟體之間的互聯互通 ，為
貿易和投資及商品和人員流動提
23
供便利 。”

澳新銀行還指出 ，中國佔全球貿
易將近14%及全球GDP40%的份
額 。澳新銀行認為 ，中國致力於
推動“一帶一路”倡議 ，將有助於
促進人民幣的長期增長 。目前 ，
有40多個國家已經參與中國的這
項重大貿易和投資計劃24。

俄羅斯盧布 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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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WIFT BI W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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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發起支付和機構支付量 。通過
SWIFT交換的報文量 。基於金額 。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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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china-silkroad-banks/global-banks-sharpen-focus-on-yuan-offerings-as-chinas-silk-road-fuels-demand-idUSKCN1C10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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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amnewsnetwork.org/v3/read.php?id=Mzk4OT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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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nstitutional.anz.com/content/dam/Institutional/en/documents/digital-services/RMB-The-New-Renminbi-Realit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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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雖然人民幣的國際化步伐近來放緩 ，但隨著眾多新舉措及
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和其他項目中使用機會增多 ，這一下
降趨勢有可能扭轉 。香港和倫敦依然領先全球 ，是全球最
大的人民幣清算中心 。但是 ，近期中國宣佈授權摩根大通
在美國提供人民幣清算服務 。此舉可能改變上述態勢 ，使
得美國成為人民幣國際化的新秀 。正如美國人民幣交易和
清算工作組主席Michael Bloomberg所言 ，“公告將有利於
將更多人民幣產品和服務引入美國 ，從而降低交易成本 ，
提高進入中國資本市場的便利度 ，提升美國企業的競爭力
和優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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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SWIFT和人民幣國際化
2010年以來 ，SWIFT通過多種出版物和報
告 ，在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向客戶及金融行業
提供積極支持 。SWIFT通過業務情報部門的
“人民幣追蹤”發佈主要採納統計數字 、關於
人民幣國際化影響的見解 、人民幣清算方面
的觀點及境外清算指引 ，並會同境外清算中
心和中國的金融業界共同支持人民幣的進一步
國際化 。
SWIFT通過其全球網絡和報文傳送服務及聚
焦於人民幣的增值服務 ，為全球人民幣交易
提供全面支持 。SWIFT還與CIPS開展戰略合
作 ，促進更高效的人民幣跨境支付業務 。
請訪問www.swift.com,獲取人民幣國際化方面
的更多信息 ，或者加入我們新建的“業務情報
交易銀行服務”
LinkedIn群 。

利用基於事實的業務數據支持您的人民幣策略

利用“SWIFT外匯業務報告”衡量自身表現

顯而易見 ，人民幣的重要性及其在金融市場
的地位日益上升 。因此 ，金融機構和企業已
經着手建立自己的人民幣策略或計劃在近期內
建立該等策略 ，但它們需要更多基於事實的
信息 ，確定本組織目前的狀況 。

外匯市場是世界最大的市場之一 ，但它又是
一個分散的市場 ，因此很難制定精準的綜合
指標 。不存在記錄全部交易的統一“交易所”
。
在2016年Sibos大會中 ，SWIFT宣佈推出一項
新的外匯服務 ，幫助客戶持續衡量外匯業務
的表現 ，並依據源自實際交易的指標而非基
於調查的信息 ，並作出更明智的戰略決定 。

為支持銀行的戰略發展 ，SWIFT業務數據服
務提供各種貨幣（包括人民幣）使用情況的數
據 。SWIFT開發了以下三項解決方案 ，以便
提供關於人民幣國際化的更細緻市場信息和競
爭框架：
– Watch平台 。該平台包括一組在線報告和
分析工具 ，便於銀行通過數量 、金額及貨
幣分析 ，獲取關於自身代理行業務的獨家
分析和情報 ，並將自身的表現與市場進行
比較 。
－ 人民幣市場數據 。該分析報告利用僅可從
“SWIFT業務數據”服務獲取的獨家數據 ，
提供基於事實的季度市場分析 。
－ 同樣 ，定制化人民幣分析利用SWIFT的獨
家數據 ，提供至關重要的同行競爭和策略
情報 ，以優化您的業務 ，支持您的決策 。
想要更多瞭解SWIFT的業務數據人民幣咨詢服
務及全套業務數據產品 ，請訪問swift.com或
發送電郵至Watch@swift.com

– “SWIFT外匯業務報告”幫助您對照同行 ，
持續衡量外匯業務表現 ，從而依據源自實
際交易的指標而非基於調查的信息 ，作出
更明智的戰略決定 。
－ 這項基準服務可根據您選定的參數量身定
制 ，譬如產品組（現金 、期權）、貨幣 、
客戶群體（投資管理人 、企業 、託管‘內包
機構’等）和地區 。
－ 服務的交付成果是PDF格式提供的一套月
度報告 。報告顯示該月份每個同行的個別
詳情 ，按名次排列 ，除訂購人外均保持匿
名。
想要瞭解“SWIFT外匯表現情報”的更多信息 ，
請訪問swift.com或發送電郵至
Watch@swi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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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關於SW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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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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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