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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及应对措施
＊
 

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货币政策“降

息潮”的出现，越来越多国际资本通过资本与金融账

户渠道持有中国境内证券资产。2019 年下半年以来，

中国跨境资本流入增加。短期资本流入有助于汇率的

企稳，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未来要积

极引进高质量外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资本

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推

动金融市场更高层次开放。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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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及应对措施 

随着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货币政策“降息潮”的出现，越来越多国际资

本通过资本与金融账户渠道持有中国境内证券资产。2019 年下半年以来，中国跨境资

本流入增加。短期资本流入有助于汇率的企稳，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未来要积极引进高质量外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建立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

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推动金融市场更高层次开放。 

一、当前跨境资本流动的特点 

对于资本流动情况的分析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是与实体经济直接相关的

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DI），另一方面是与金融市场相关的投资或

投机性流动，主要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资本流动情况。具体来讲： 

（一）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出现回升 

外商直接投资活动的相对活跃对于稳定中国跨境资本流动形势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数据来看，虽然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出现了较大波动，但随着

中美贸易摩擦暂时缓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从 2019年 7月份开始连续两个月上升，1-

9 月份累计达到 1007.8 亿美元，累计同比增加 2.88%。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保持平稳，

前 9个月并未出现大幅波动，1-9月份 ODI累计为 904.6亿美元，累计增长 0.99%（图

1）。综合 FDI 与 ODI 数据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在逐步恢复，资本依然处于净流入态

势。 

分行业来看，截止 2019 年 6 月，FDI 资金流入的前三大行业主要为制造业、房地

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分别占比 30.5%、16.65%和 13.99%，以上三个行业实际使

用的 FDI 资金占比达到了 60%以上，其中制造业长期以来都是 FDI 资金的主要流入行

业，这与全球经济走弱、中国经济表现相对稳定等有关，也与中国振兴制造业发展的

政策相吻合，有利于中国制造业的规模增长和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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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FDI与 ODI规模（亿美元）   图 2：陆股通资本流入规模（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陆股通资本流入由负转正 

从股票市场数据来看，2019 年陆股通资本流入呈现先抑后扬的特征。受中美贸易

摩擦影响，外资净流入规模前 5 个月处于下行趋势，但随着 6 月份“沪伦通”的正式

启动，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 6 月份之后陆股通已持续出现净

流入态势，这表明外资并不存在对中国股票市场持续看跌的预期（图 2）。截止 11 月

18 日，陆股通净流入规模累计已达到 8842.97 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规模为

6278.17 亿元，深股通净流入规模为 2564.8 亿元，连续 5 个月实现净流入，与上年同

期相比分别增加了 21.9%、18.68%和 31.18%。随着 MSCI 三季度评议结果的公布，11

月 26 日还将迎来年内最后一次扩容，扩容生效后，A 股纳入因子将由此前的 15%提升

到 20%。2019年 11月前两周北向资金已经累计净流入超 200亿元，未来还将迎来被动

资金的集中入场，股票市场上的外资流入态势将延续。 

（三）境外机构不断增持人民币债券 

在全球负利率资产扩容背景下，中国资产收益率提升。2019 年以来，中美 10 年

期国债收益率最高点时达到 190个基点（在 9月 13日出现），这使得境外投资者持有

境内债券的热情高涨。根据中债登和上清所发布的债券托管数据，2019 年前 9 个月，

境外投资者持有中国债券总量为 2.18 万亿元，相比上年同期增加约 25%（图 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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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债券当中，境外机构仍偏好国内的利率债，尤其是免税的政金债。2019 年 9 月，

境外投资者累计持有国债 2.18万亿元，政金债 0.49亿元，同比分别上升 17%和 42%。

随着中国加快金融开放政策的不断落地，投资者的疑虑逐步打消，未来人民币债券对

境外投资者的吸引力将不断加强。 

（四）远期结售汇规模出现改善 

2019 年前三季度，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在 8 月份破 7，整体波

动幅度较大，波动区间为 6.68 至 7.17。人民币汇率市场的波动反映出结售汇形势的

复杂多变，前三季度银行结售汇差额除去 1 月份和 5 月份之外均为负值，但银行代客

远期净结汇与上年相比保持上升态势，9 月份同比上升了 51.67 亿美元，人民币贬值

预期得到有效释放（图 4）。汇率在“破7”之后有所企稳，从 7月份以来，银行结售

汇逆差幅度持续减小，10 月份银行结售汇逆差仅为 43.99 亿美元。结售汇数据的改善

主要是因为资本与金融项目结售汇出现大幅增加，尤其是证券投资规模前 9 月份累计

同比增加 17.6%。 

图 3：境外机构持有人民币债券规模（亿元）  图 4：结售汇规模（亿美元）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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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注资本流入带来的潜在影响 

（一）国内资产吸引力上升，有助于缓解中国经济下行压力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外资的流入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中国经济下行压

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第一，资本流入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资本的流入，尤其

是 FDI 的回升一定程度解决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问题，有利于扩大经济

规模，对中国经济稳增长起到重要作用。第二，资本流入有利于国内企业转型升级。

高质量外资能够促进劳动生产率以及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外

商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培训制度与营销模式会对国内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能够通过竞争效应倒逼本土企业，提升管理效率与要素利用率。这有助于国内企业进

行技术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从而抵抗市场风险、政策调整、技术变革等带来的波动，

增强经济增长稳定性。 

（二）近期资本的流入有助于汇率的企稳 

随着中国金融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汇率市场的波动幅度也越来越大，8 月份受

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 7。由于国内资产在全球资产当中依然具有吸

引力，随着市场恐慌情绪的逐步消散，外资开始流入国内，人民币汇率开始企稳，避

免了汇率过度波动对企业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

中国外贸企业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依然有较大发展空间。保持汇率的平稳波动有助

于降低外贸企业进行外汇套期保值的成本，有利于外贸企业的扩大发展。 

（三）资本流动的波动也会带来潜在冲击 

第一，外部不确定性因素易加剧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当前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出

现反复，虽暂时缓和，但依然面对较大不确定性，这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压力的同时，

也加剧了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若关税依然保持当前水平或进一步提升，外商在中国

投资建厂的成本较高，会造成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减少。此外，若贸易谈判再度出

现波折，中国金融市场风险溢价上升，在避险情绪驱动下，外资会重新调整资产配置，

造成此前进入中国证券市场的短期资本再度撤回。 



宏观观察                                                                                                                                    2019年第 27期（总第 267期） 

5 

第二，跨境资本流动短期化容易对中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尚

未完善，市场参与者主要为散户投资者，且缺乏充足的避险工具和多元化的投资渠道。

参与者情绪波动驱动的市场短期暴涨或暴跌往往掩盖了由基本面驱动的长期增长趋势，

这导致进入中国的跨境资本多以短期投机为目的。当市场受到外部不利因素冲击时，

出于避险的考虑，外资将从国内市场撤离，从而更加剧市场波动，对市场造成冲击。 

三、未来的政策建议 

（一）积极引进高质量外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促进外资流入并不是最终目的，利用高质量外资促进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才是

重中之重。未来要积极吸引长期股权投资等高质量外资，促进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第一，继续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积极营造法治化、可预期和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

是吸引高质量外资的重要前提。这需要扩大服务业双向开放，不断优化外商来华投资

金融服务，放宽国内外汇领域的市场准入，全面实行负面清单加准入前国民待遇管理

制度，为外资企业在华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第二，利用外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一是加强对国家重大战略项目的支持程度。

积极促进外资对于“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以及

粤港澳大湾区等重大发展战略的支持，为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力。二是为国

内经济发展补短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吸引国外高科技企业开展真实

合规的对内投资，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促进国内发展薄弱的产业升级。 

（二）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系统，建立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

两位一体管理框架 

第一，完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预警系统，强化预警和监测。一是监管当局要及时

采集数据信息，增加数据的全面性。主要数据指标不仅仅要包括宏观经济指标、外储

变化、跨境交易信息等方面，还要包括汇率预期等预期指标，使未来资本流动趋势的

判断更为准确。二是要提高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效率，不同监管机构之间要进行信息

共享和监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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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立资本流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两位一体管理框架。一方面，微观

监管上要重点监测机构及企业的跨境交易行为，维护外汇市场秩序。监管机构要在保

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稳定性基础之上，对跨境交易的真实性审查，保证交易的合规性。

另一方面，宏观监管上要采取合理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增强逆周期管理能力。跨境

资本流动具有顺周期特征，监管当局应在现有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逐步完善关于资本

流动监管的规则，并在权重设置上进行动态调整。同时增强监管沟通构建统一的监管

框架，提升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