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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变化 

及改革建议
＊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呈现出三个典型特

征：一是央行通过主动性货币政策工具投放流动

性；二是利率机制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构建

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转型时期，中小金融机构

获得流动性渠道有限、两元利率机制的存在以及高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因素会对政策效力带来干扰。

央行未来可以考虑通过完善一级交易商制度、择机

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采取阶段性降准以及明确价

格型工具作用等方式健全货币政策框架。 

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目标，作

用于最终目标，从而实现政策制定到目标实现的传

导。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水平

间的相关关系在不断减弱。同时，金融市场的极大

发展导致居民的货币需求函数持续发生变化。传统

数量型工具的作用在不断弱化，价格型工具的作用

开始逐步发挥，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同步进入转型

阶段。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时期，有一些问题需要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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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货币政策框架的变化及改革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呈现出三个典型特征：一是央行通过主动性货币政策工

具投放流动性；二是利率机制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三是构建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在转型时期，中小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渠道有限、两元利率机制的存在以及高法定存

款准备金率等因素会对政策效力带来干扰。央行未来可以考虑通过完善一级交易商制

度、择机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采取阶段性降准以及明确价格型工具作用等方式健全

货币政策框架。 

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目标，作用于最终目标，从而实现政策制定

到目标实现的传导。近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和物价水平间的相关关系在不

断减弱。同时，金融市场的极大发展导致居民的货币需求函数持续发生变化。传统数

量型工具的作用在不断弱化，价格型工具的作用开始逐步发挥，中国的货币政策框架

同步进入转型阶段。在货币政策框架转型时期，有一些问题需要关注。 

一、货币政策框架的变化和表现 

货币政策框架包括工具、传导机制以及目标等内容。新时期货币政策框架有三个

比较明显的变化：一是主动性流动性投放机制逐步建立；二是充分发挥利率机制的作

用；三是构建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一）主动性流动性投放机制有助于强化央行政策地位 

在外汇流入逐步放缓后，央行创设了多种政策工具投放流动性。现阶段央行构建

了以逆回购为主，并创建包括多种借贷便利工具在内的流动性投放机制。相较于购汇

投放流动性的方式，主动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大大强化了央行的政策地位。在这种

投放方式下，流动性投放的数量、利率水平以及期限结构均由央行决定。央行逐步建

立起结构性流动性短缺的政策操作框架。这一框架的建立强化了央行在金融市场中的

核心支配地位，央行话语权的增强可以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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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率传导机制的作用开始逐步发挥 

在价格型工具逐步发挥作用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利率传导机制的渠道更加畅通。

从利率传导机制的路径看：一是央行通过货币市场操作影响短期利率变化，借助于利

率期限结构理论以及市场中存在的套利机制，实现货币市场向债券市场的传导；二是

央行通过货币市场操作影响到商业银行的 FTP，进而传导至商业银行的存贷款业务定

价，实现货币市场向信贷市场的传导；三是由于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之间存在替代关

系，如果两个市场之间利差明显，则替代效应可以有效平衡利率差异。目前，中国的

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间的互动关系明显，但对信贷市场的影响程度仍然有限。 

（三）利率走廊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 

利率走廊的构建有助于稳定市场参与主体预期，减少央行的操作成本。通过上限

引导来规范市场的拆借行为，防止由于外生冲击导致金融机构出现流动性囤积的现象。

央行构建利率走廊的目的很明确，在利率工具逐步发挥作用的背景下，利率走廊有助

于央行更好地调控货币市场利率走势，以实现政策效力的有效传导。但从利率走廊构

建伊始，便有学者对其合理性提出质疑，认为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构建利率走廊的

必要条件。央行也对此给予了回应，认为零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走廊构建不存在

逻辑上的先后关系。 

（四）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央行更好地应对金融周期 

中国央行构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的意图主要来自两方

面：一方面是通过既有手段的使用来满足原有政策目标，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目标权

重的调整；另一方面是通过使用宏观审慎的手段来抑制金融业的过度扩张，防止出现

金融业务空转和资产泡沫等现象进而避免金融风险的爆发。由于金融稳定与货币政策

密切相关，金融市场的波动会受到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主要是利率政策）。因

此，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之间存在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目前，双支柱调控框架仍

处于摸索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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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中小金融机构获得流动性的渠道有限 

现阶段央行确定的一级交易商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中小金融机构缺乏直接获得

流动性的渠道。当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较高水平时，作为一级交易商的各类大型金

融机构的预防性需求会出现上升，进而使得其为市场提供的流动性数量下降，这会影

响到市场流动性的供给。由于流动性来源渠道有限，中小金融机构会采取加杠杆的方

式获得流动性，进而引发市场利率不断飙升。在通过非理性业务扩张推高市场利率的

同时，又寄希望于央行能够通过增加流动性投放数量来满足自身流动性需求进而平抑

利率波动，这便产生了道德风险问题。 

（二）两元利率机制不利于政策效力传导 

目前我国存在有特殊的两元利率调控机制：一是央行通过直接设定存贷款基准利

率影响商业银行经营；二是央行通过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影响商业银行经营。目前，商

业银行存贷款定价仍然主要是参考央行设定的基准利率，货币市场利率变化难以实现

向信贷市场的传导。这种两元利率机制的存在会导致利率信号出现混淆，不利于央行

通过市场化操作影响商业银行的业务经营，进而影响到利率机制的传导效力。 

（三）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影响利率走廊的效果 

央行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施加外生约束来创造金融机构对流动性的额外需求。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越高，金融机构出于资产扩张目的进而囤积流动性的意愿会越大。

这样央行便需要通过频繁的操作来控制利率走势，市场利率的形成呈现显著外生特征。

当市场利率形成的外生性较强时，为了稳定预期、防止流动性囤积而建立的利率走廊

机制的作用便会被弱化，利率走廊的建立事实上并未减少央行的操作成本。另外，如

果央行没有确定突破上限时交易对手方是部分还是全部，也没有说明如何避免潜在的

道德风险问题（金融机构故意通过非理性拆借行为将市场利率推升至走廊上限，令央

行无限提供流动性以满足自身需求）以及央行关注的基准利率品种，那么利率走廊机

制便是不健全的。即便市场利率运行保持稳定，但到底多少来自利率走廊产生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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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多少来自央行外生调控的影响，这是非常难以确定的。因此，在法定存款准备

金率较高的情况下，利率走廊的有效性会受到影响，政策效力不及预期。 

在央行提出构建利率走廊机制后，走廊上限基本处于备而不用的状态。图 1 展示

了利率走廊以及市场利率（7 天期的 R 和 DR）的运行情况。从图 1 中可以发现，R 曾

连续突破走廊上限，但央行并未采取无限提供流动性的措施。从市场角度看，R 包含

了多数金融机构的交易信息，其样本集合最大，同时又是交易形成的利率品种，因此

比较适合作为基准利率。但由于央行缺乏直接向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的渠道，在

预期不稳定的情况下，会导致 R 的走势经常性的出现超调。央行后续需要采取措施来

解决这一问题。 

图 1： 利率走廊运行机制（%）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另外，有观点认为，由于主要交易对手为商业银行，同时抵押品为国债、政策性

金融债等品种，因此 DR 更适合作为基准利率。从图 1 和图 2 的情况看，虽然 DR 运行

相对平稳，但与 R 的利差并不稳定。也就是说，DR 并未很好的引导 R 的走势。如果以

DR 作为基准利率，当其突破走廊上限时，R 的水平可能会非常高，这对金融市场的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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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十分不利。因此，对于基准利率的确定，后续还需要继续进行摸索和检验。 

图 2：  DR和 R利差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 

（四）双支柱框架协调机制尚未形成 

中国人民银行已构建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金融周

期。由于传统目标和金融稳定之间有交叉效应，货币政策使用不当会对宏观审慎政策

带来掣肘，宏观审慎政策使用不当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例如宏观审慎政策可能会

限制本是反映经济需求的金融机构资产扩张。央行担心风险积聚而强化对宏观审慎政

策的使用，这可能会影响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转进而影响经济发展。此外，央行即便有

意采取宽松措施，但又担心政策出现预期之外的超调进而同步强化对宏观审慎政策的

使用，这也会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经营预期，进而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干扰。因此二者

之间协调配合机制的构建尚需根据不同情景进行摸索，未来央行以及市场参与主体需

要重点关注。 

三、对货币政策框架改革的一些建议 

（一）完善一级交易商制度 

央行投放流动性的主要交易对手是 48家一级交易商。但一级交易商主要是大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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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银行，中小金融机构数量欠缺。因此央行对金融机构流动性需求信息做出判断时可

能会存在偏误，这导致其难以充分把握市场参与主体的流动性需求状况。因此央行可

以考虑在一级交易商中引入或者替换更多的、包含各个层次的金融机构，以做到实时、

动态的判断和把握市场各类参与主体的流动性需求信息，实现更加精准的操作。 

（二）择机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 

由于两元利率机制的存在，央行难以通过影响市场利率来影响商业银行存贷款业

务的定价。在利率机制作用逐步发挥的背景下，可以考虑在适当时机取消存贷款基准

利率，以不断增加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的市场化定价能力。央行则主要将业务重点转

向调控货币市场利率，增加信贷市场对货币市场利率变化的敏感性，不断健全利率传

导机制。 

（三）通过阶段性降准摸索操作经验 

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利率走廊运行存在负面影响，其会改变金融机构的流动

性需求函数和经营预期进而增加其额外的流动性需求。在流动性短缺操作框架逐步成

型后，央行可以考虑在长期流动性到期回收时，通过择机降准、合理设计降准幅度的

措施，阶段性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要避免确定降准的时间间隔。一方面可以保

证央行在市场中的绝对地位，在不引起市场波动的情况下缓慢降准，以便于央行不断

积累操作经验。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市场形成连续降准预期，引发宽松误解以及资本外

流，防止对汇率稳定带来压力。 

（四）进一步明确价格型工具的作用 

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更多关注流动性总量水平（央行在不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时通

常会表述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水平或者较高水平，暂不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但当金

融机构流动性需求函数发生变化时，流动性总量水平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市场情绪波动。

因此央行应该重点关注市场利率变化以更多地监测市场流动性的结构分布情况。如果

市场利率运行稳定，则说明流动性的结构分布相对合理。在价格型工具不断发挥作用

的背景下，央行应将监测重点转向市场利率，流动性总量主要作为参考指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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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动性总量水平较高，同时利率走势稳定而选择不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时，央行对外

表述可以改变为：“流动性总量处于合理水平，同时市场利率走势基本稳定，因此暂

不进行公开市场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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