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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货币自由兑换条件谈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问题

汪茂元
(厦门大学财金系,福建 福州 )

[摘要]  本文阐述了货币自由兑换的条件及宏观经济状况,提出货币自由兑换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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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cusion on the Free Exchange of RMB Capital I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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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condit ions for cur rency free exchange and the macroscopic economic sit-

uation, and pointed out the possible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the currency fr ee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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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 11月 27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正式致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宣布我国从

1996年 12月 1日起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 即不再限制不以资本转移为目的的经

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不再实行歧视货币安排和多重货币制度, 这标志着我国实现了经常

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今天,我国是否有必要实施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呢? 下

面结合货币自由兑换的条件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  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及其现状

所谓资本项目自由兑换就是指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兑换均无限制。目前在基金组织 184

个成员国中,已有 143个国家和地区接受第八条款, 实现经常项目下自由兑换,但实行资本项

目下自由兑换的国家不多,且大多数是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所占比例很少。

2  货币自由兑换的条件

2. 1  健康的宏观经济状况。资本的跨国流动会对一国宏观经济形成各种形式的冲击,这就要
求一国的宏观经济不仅要在自由兑换前保持稳定,在自由兑换后可预见的时期里能承受冲击

并具有及时调整的机制和能力。具体可从三个方面看:第一要有稳定的宏观经济形势,国民经

济运行于正常有序的状况,没有严重的通胀, 不存在大量的失业,财政赤字处于可控范围,金融

领域不存在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等现象, 并且在自由兑换后仍能保持。第二要有有效的经济自

发调节机制,从商品市场看,价格应能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不存在扭曲因素,能对市场上各种

因素的变动作出灵敏、及时的反映。从金融市场看,则要求金融市场上的价格(利率及汇率)不

存在压制及歪曲的现象, 金融工具品种繁多, 交易者众多,不存在寡头垄断现象,金融市场上交

易活跃,价格富有弹性。第三要有成熟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财政政策方面, 财政收支状况良好,

可根据经济需要及时调整,在货币政策方面, 则要求货币政策有较大的独立性,在金融监管方

面,由于风险加大,要求政府能进行高效和稳健的金融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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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  健全的微观经济主体。一国宏观经济状况是以微观经济主体为前提的,从长远看, 后者

的作用更为重要。一国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后,企业将面临非常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企业的生存

和发展状况直接决定着货币自由兑换的可行性。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应该良好,不良资产控

制在一定限度内。

2. 3  合理的经济开放状态。一国经济合理开放性, 从货币自由兑换角度看, 主要体现为国际

收支的可维持性。要求本国企业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消除可能的外汇短缺,同时也要求

一国有充足的国际储备。

2. 4  恰当的汇率制度与汇率水平。恰当的汇率水平不仅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前提,也是货币自

由兑换后保持汇率稳定的重要条件,一般来说,资本自由流动选择浮动汇率更为合适。

3  我国经济现状分析
3. 1  从宏观经济状况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好的。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7.

8%, 国际储备 2200亿美元,持续几年保持经常项目国际贸易顺差,物价稳定。但仔细分析,我

国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不足,首先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来保持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

长的贡献小,增长的后劲不足。国际储备数字巨大, 造成货币供应增加,物价的稳定表明了需

求严重不足,造成供给过剩,也说明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不强。表面上看, 我国的失业人数

不多,这主要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农村及国有企业存在大量隐性失业现象, 金融领域中,银

行资本中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在商品市场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程度的垄断现象(如铁路、电力、

电信等) , 价格不能反映真实的供求状况。由于金融垄断,利率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金融

工具品种少,特别是金融工具创新不够, 使得金融市场交易不活跃。财政政策方面, 由于不合

理的财政收支体制, 造成了财政赤字,使中央财政对发行国债依赖性强,国债资金的投入主要

集中在基础设施方面,对国民经济的拉动链条短。货币政策方面,央行的独立性不强, 行政干

预过多,缺乏经验,对金融监管的能力及措施较弱。

3. 2  从微观经济主体来看,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利益主体。劳动生产

率低下,特别是国有企业技术水平落后, 效率低下,导致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从而恶化财政状

况,形成巨额的银行不良资产。出口企业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不强,竞争主要靠价格

优势, 产品没有特色, 替代性强,在国际市场上需求弹性小,企业规模小, 规模经济效益差。技

术创新不够,缺乏后劲。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高, 2000 年, 国家发行 2000亿元国债用于弥

补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 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免强达到 8% (巴塞尔协议的要求) , 这两

年,随着银行风险资产的增加, 资本充足率又下降了。银行存在大量的不良资产,一旦资本项

目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会迫使银行通过向国外借款来维持其运转,极易造成对外过度借贷而引

起外债偿还困难。本国银行的不良资产将会诱使居民大量将存款提出转存外国银行, 更加剧

了本国商业银行经营状况的恶化。关于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国家也提出了一些办法,如成立

资产管理, 将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出来, 但收效不大, 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仍有增加的趋

势。

3. 3  从国际收支可维持性来看,消除外汇短缺, 从根本上取决于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正
如上面所述,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 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可能会转化为对进口商品的需

求,贸易顺差可能消失,甚至会出现逆差,货币自由兑换以后,能否消除外汇短缺不容乐观。我

国的国际储备从数量上已达 2200亿美元,处于世界第一位,但这主要是通过外汇管制和国际

借贷获得的,货币自由兑换以后,会面临国际资金流动尤其是短期投机性资金的频繁冲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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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出现国际收支困难,就我国目前的政治经济体制,要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发达国

家的金融支持的可能性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开始进入偿债高峰期,偿还外债的压力将

越来越大。

3. 4  从汇率制度看,我国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实际上是倾向于固定汇率制。固定

汇率制有许多好处, 但固定汇率制也存在许多缺点,其中最大的缺点就是对国际收支反应不灵

敏,不能反应外汇的供求状况。货币自由兑换后, 可能会出现外汇收支频繁发生,对外汇供求

状况影响增大, 所以固定汇率制不能适应要求,浮动汇率虽较为合适,但在浮动汇率制下,保持

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难度也大。

4  货币自由兑换面临的其他问题

货币自由兑换以后, 国际资金流动就将更为直接地对一国经济产生影响,其中有代表性的

是资本逃避和货币替代问题。所谓的资本逃避就是指由于恐惧、怀疑或为规避某种风险和管

制所引起的资本向其他国家的异常流动。资本逃避对一国经济极为不利, 从短期看,大规模的

资本逃避会带来经济的混乱与动荡。从长期看,资本逃避降低了本国可利用的资本数量,减少

了政府从国内资产中可获取的税收收入, 增加了本国的外债负担, 从而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

果。所谓的货币替代是指由于对本国货币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国货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

时,外币在货币的各个职能上全面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发挥作用的现象。如拉美国家的美元化。

货币替代会加剧汇率的不稳定性。对货币的定义更加困难,本国利率的决定及货币政策的效

果更加难以确定。也会导致本国政府难以从本币发行中获得铸币税,收入降低。

综上所述, 目前我国实行资本项目下货币自由兑换的条件还不具备,还不宜实行资本项目

下的货币自由兑换。从长远看,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人

民币必将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完全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会与我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

相称,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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