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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障碍 

与对策建议
＊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落地，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促进全球共

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开启了全新

格局，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七年来，“一带一

路”沿线人民币使用度逐步提高，货币合作不断深

化，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然而，该区域政经形势复

杂多样，相关制度与市场建设尚不“成熟”，人民

币使用依然面临一些障碍。未来，“一带一路”建

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良性互动发展，需要构建以商业

性为主、政策性为辅的可持续循环模式与架构。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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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障碍与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落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

作、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的中国方案，也为人民币国际化开启了全新格局，带来了难得

的历史机遇。七年来，“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度逐步提高，货币合作不断深化，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然而，该区域政经形势复杂多样，相关制度与市场建设尚不“成

熟”，人民币使用依然面临一些障碍。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良性

互动发展，需要构建以商业性为主、政策性为辅的可持续循环模式与架构。 

一、“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情况 

七年来，“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接纳度和使用率不断提高。2019 年，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办理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超过 2.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较

三年前提高逾 1 倍，在同期人民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比达 13.9%。其中，货物贸易收

付金额 7325 亿元，直接投资收付金额 2524 亿元。根据中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白皮

书》调查，2019 年“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仍以结算为主，约占总体业务的 57%

（图 1），约 71%的受访“一带一路”沿线企业计划使用或提升跨境人民币结算比例，

较境外受访企业高 2 个百分点。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开放，马来西亚、匈牙利等沿线国

家企业及机构开始发行熊猫债、参与银行间市场交易，积极开拓人民币投融资路径。 

图 1：“一带一路”沿线企业使用跨境人民币产品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 2019 年度《人民币国际化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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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与“一带一路”货币外汇交易取得突出进展。随着“一带一路”经贸往来

更加密切，人民币对沿线货币外汇交易不断增加。在全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实

现对 9 种沿线货币直盘交易，包括阿联酋迪拉姆、沙特里亚尔、匈牙利福林、波兰兹

罗提、土耳其里拉、泰铢、新加坡元、马来西亚林吉特以及俄罗斯卢布；在银行间区

域交易市场，我国分别在新疆、内蒙古、广西启动人民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蒙古图

格里克、柬埔寨瑞尔的外汇交易，对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增进区域经贸往

来具有积极意义。2019年，人民币对“一带一路”沿线货币外汇交易规模达 2042亿元，

同比增长 43%。然而，相较于美元、欧元和港元，“一带一路”货币在我国人民币即

期外汇交易中仍处于极低比例，2019 年和 2020 年上半年交易份额分别为 0.37%和

0.30%。 

表 1：人民币对“一带一路”货币交易规模及占比 

 2017H2 2018 2019 2020H1 

交易额（亿元） 420 1430 2042 578 

在人民币即期外汇交易中占比 0.18% 0.28% 0.37% 0.30% 

资料来源：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中国银行研究院 

人民币成为区域重要储备货币选项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与人民币国

际化发展，我国先后与沿线 21个国家货币当局建立了双边本币互换安排，东盟“10+3”

考虑将人民币纳入清迈协议安排，人民币开始显现区域储备货币特征。马来西亚、白

俄罗斯、柬埔寨、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等沿线国家均已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俄罗

斯在“去美元化”背景下甚至将人民币储备份额提升至 15%左右。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IMF）最新数据，截至 2020年一季度，全球人民币储备规模达 2214.8亿美元，

占国际储备总额的 2.02%，创历史最高水平。 

人民币清算网络与银行布局不断拓展。当前，“一带一路”沿线 8 个国家已建立

人民币清算安排（表 2），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覆盖沿线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中资商业银行成为“一带一路”人民币推广使用的主力军。截至 2019 年末，共有 11

家中资银行在2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了79家一级分支机构。以中国银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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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末累计跟进沿线重大项目超过 600 个，沿线机构全年办理人民币清算量超

过 4 万亿元。此外，汇丰、花旗、渣打等外资银行也看好“一带一路”前景与人民币业

务，加大资源投入与金融合作。 

表 2：“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清算行安排 

国家和地区 时间 清算行 

新加坡 2013年 2月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 

卡塔尔 2014年 11月 中国工行银行多哈分行 

马来西亚 2015年 1月 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泰国 2015年 1月 中国工商银行（泰国）有限公司 

匈牙利 2015年 6月 中国银行匈牙利分行 

俄罗斯 2016年 9月 中国工商银行（莫斯科）股份公司 

阿联酋 2016年 12月 中国农业银行迪拜分行 

菲律宾 2019年 9月 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研究院 

二、“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币使用面临的主要障碍 

近年来，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沿线落地、生根、成长，结出丰硕果实，但也存

在诸多挑战。特别是在疫情冲击下，区域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国际货币竞争日趋激烈，

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一带一路”建设及人民币使用均面临冲击。 

一是政经环境复杂多变、风险交织。“一带一路”沿线大多为新兴市场与发展中

国家，制度与文化差异较大，民族、宗教问题错综复杂，大国博弈、政局动荡、经济

转型致使不可控、不可预测因素众多。特别是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一带一

路”国家面临深度经济衰退与政局更迭动荡风险。尽管东南亚已度过感染高峰期，但

印度、俄罗斯、伊朗、沙特阿拉伯、孟加拉国、伊拉克等国疫情不断恶化（表 3），

正在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重灾区。部分行业供应链萎缩甚至断裂，人流、物流阻滞，

将进一步增加相关项目建设以及人民币使用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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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主要“一带一路”国家疫情形势（截至 2020年 7月 29日） 

国家 新增确诊 累计确诊 

印度 3,200 1,535,335 

俄罗斯 5,475 828,993 

伊朗 2,667 296,273 

巴基斯坦 245 276,288 

沙特阿拉伯 1,897 270,831 

孟加拉国 2,960 229,185 

土耳其 963 227,982 

伊拉克 2,747 115,332 

卡塔尔 283 109,880 

印度尼西亚 1,748 102,051 

埃及 465 92,947 

资料来源：Wind 

二是金融体系欠发达，存在双重脆弱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体系处于发

展之中，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有限，资本实力相对较弱，高度依赖外资，存在双重

脆弱性。从内部来看，表现为“高杠杆+外资化”。过去十年，“一带一路”等新兴市

场债务持续增长至 71.1万亿美元，杠杆率达 219.7%，创历史新高。西方资金持续渗透

深耕，在匈牙利、印尼等国政府债务以及权益资产中占有较高比重（图 2）。从外部

来看，表现为“高外债+赤字化”。一些新兴市场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国际收支失衡问

题，如乌克兰经常项目赤字规模占 GDP 比重达 3.2%。为了保障国际支付，支撑经济

发展，新兴市场大量举借外债，其中美元融资占比超过 80%。在疫情冲击下，“一带

一路”新兴市场的双重金融脆弱性进一步暴露并加剧，引发资本外流、市场震荡和债

务风险上升，致使“一带一路”建设可能放缓，危害人民币存量业务安全和增量业务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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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外资在政府债券与权益资产中持有比重（%） 

 

资料来源：IIF 

三是外汇管制严格并存在较强的货币惯性。“一带一路”沿线普遍为新兴市场与

发展中国家，自由度和开放度有限。其中，47个国家对跨境资金流动存在限制，33个

国家存在不同程度的外汇管制。越南央行于 2018 年末发布《越南-中国边境贸易外汇

管理指引》，突破了原有政策只允许边境地区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的限制，但人

民币仍然只限于边贸结算使用。当前中资企业在蒙古、埃及、孟加拉、乌兹别克斯坦

等国不能直接以人民币进行跨境贸易和投资结算。 

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并非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但对美元、欧元等存在较强的

货币使用惯性，强大的网络外部性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人民币接纳度。阿联酋、沙特

阿拉伯、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国汇率盯住美元，以美

元为基准进行其他外汇定价，东帝汶等国甚至直接将美元列为法定货币。目前，老挝

只办理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瑞士法郎和泰铢的汇兑业务；格鲁吉亚央行要求居

民外汇账户存款须缴纳准备金，非欧元外币存款准备金需以美元形式缴纳；乌兹别克

斯坦 95%的贸易由美元计价。 

四是成熟完整的人民币使用体系尚未形成。从跨境使用来看，相较于西方发达经

济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并未充分进入我国金融市场。截至

2019 年末，仅有 23 个国家的 48 家银行在华设立了机构。当前，我国 704 家银行间外

汇市场人民币外汇即期会员中，只有阿联酋、马来西亚、新加坡、匈牙利、印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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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伐克等国十余家机构；“债券通”561 家入市机构中，除中资银行海外分行外，仅

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阿联酋、泰国等沿线机构参与银行间市场交易（表

4），直至 2020 年 6 月“债券通”才迎来首批俄罗斯投资者。从离岸使用来看，除了

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外，“一带一路”沿线离岸人民币市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人

民币资金沉淀有限，企业缺乏投融资平台，获得人民币后也大多选择兑换成本币或美

元等主要货币，大大降低了人民币持有与使用动机。此外，疫情冲击下，全球货币大

放水，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处于零利率乃至负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一带一路”

沿线美元、欧元融资动机，抑制了人民币信用扩张。 

表 4：“债券通”入市“一带一路”机构名单（截至 2020年 7月 14日） 

国家 机构名单 

新加坡 

星展银行、Lion Global Investors Limited、鼎亚资本（新加坡）私人有

限公司、鸿模资产管理（新加坡）有限公司、 Avanda Investment 

Management Pte. Ltd、富敦资金管理有限公司、华侨银行有限公司、

Sentosa Capital (Pte.) Ltd、华侨永亨银行有限公司、马来亚银行有限

公司新加坡分行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联昌银行纳闽离岸分行、MFC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Maybank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Pte Ltd、马来亚银行有限公司、Maybank Asset 

Management Singapore Pte Ltd 

菲律宾 
菲律宾国家银行、Rizal Commercial Banking Corporation、首都银行与

信托公司 

阿联酋 阿联酋阿布扎比第一银行上市股份公司、阿布扎比环球投资者有限公司 

泰国 
泰纳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盘古银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泰银行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俄罗斯 俄罗斯外贸银行公开股份公司 

资料来源：债券通，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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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辅相成。未来，二者深化互动发展，需要构

建以商业性为主、政策性为辅的可持续循环模式与架构。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攻关，为“一带一路”人民币使用搭桥铺路。目前，

我国仅与越南、老挝等 9 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双边本币结算协议。下一步，我国应加强

政策攻关，深化区域货币合作，着力降低甚至破除沿线国家外汇管制障碍。与更多的

国家签署、升级双边本币结算协议，尝试在边贸地区、产业园区、相关合作试验区实

现双边本币使用政策突破，降低市场主体人民币使用限制与政策阻力；与沿线国家加

强政策协调与谈判，签署相关经济金融协定，化解潜在政治风险，保障企业经贸投资

安全。对于清算架构安排，继续拓展沿线人民币清算行布局，大力发挥清算行推介与

做市功能，提高当地人民币熟悉度与使用惯性；引导鼓励沿线机构参与 CIPS 系统，

优化资金结算模式与报文设计，推动 CIPS标准走进“一带一路”地区。精简人民币跨境

使用相关程序，避免产品多头监管，提高审批的便利性和透明性，建立便捷的信息和

政策查阅平台。 

2013 年至 2019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累计超过 7.8 万亿美元，在我

国外贸总额中占比约三成，2020 年上半年东盟取代欧盟成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随

着我国经济稳步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与产业联系更加紧密，在打

通政策管制与硬件路径的基础上，人民币区域使用将逐步深化、水到渠成。 

第二，推动经常项目人民币计价结算，逐步改造实需业务币种结构。在经常项下

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充分发挥人民币国际化在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领域的积极作用。对于我国存在技术与市场优势、出口替代性较低的行业，鼓励中资

企业凭借定价权优势，在经营与交易中更多使用人民币。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平台、跨

境企业对接平台，联通资讯、资金、物流、海关等各环节，以双边本币计价交易，并

提供相关金融服务。充分发挥金融科技力量，推广新技术、新业态，探讨与沿线国家、

机构电子支付、数字货币合作的可能性，降低沿线地区固有货币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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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进口较多、需求较大，特别是大宗商品领域，建立完整的人民币计价、

结算、交易及风险管理链条，实现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良性共进。

稳步推动我国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对外开放，支持境外投资者以多种方式参与人民币计

价商品交易，鼓励外资经纪商协助提升国际影响力，打造沿线大宗商品实物集散、仓

储、转口中心。在账户结算、系统建设等方面优化入境流程，丰富人民币计价商品合

约，建立人民币计价、外币冲抵保证金等多种结算模式。降低国际板会员资金成本，

适度考虑降低或部分免除交易费、结算费，完善账户管理、支付结算、交易兑换、融

资、咨询等配套综合服务，打通商品市场与外汇、资本市场。研究推广挂牌人民币计

价商品合约、商品指数 ETF 等产品，增进与“一带一路”沿线交易所互联互通。 

第三，打造商业性投融资体系，推动人民币在岸、离岸市场良性互动发展。根据

路孚特BRI统计，截至2020年一季度末，已规划或在建“一带一路”项目共计3164个，

其中 1574 个为中国参与项目，总金额达 2.1 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建设资金需求巨

大、业务空间广阔，但也面临诸多问题与风险。中短期内，美元为主的金融交易格局

仍将持续，人民币区域使用不可急于求成。政策性资金可以发挥撬动功能，主要运用

于主权担保型长期、公共性基础设施、低现金流返还类项目融资。但需要注意的是，

减让式资金支持，在推进人民币区域使用方面收效甚微，人民币投融资应讲求安全性、

商业性与可持续性。只有商业金融充当主力军，遵循市场化规则，才能切实降低国别

风险和信用风险，获得合理收益。创新投融资模式，综合运用贷款、股权、债券、租

赁等多种工具，稳步推进境内债券市场开放与沿线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协同发展，支

持资本金、投资收益再投资，鼓励人民币金融产品发行，有效动员长期资金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 

中资商业银行可以参考日元“黑字环流”经验与教训，在“一带一路”人民币推广使

用中发挥积极作用。二十世纪 80 年代，日本曾实施“黑字环流”计划，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政策性和商业性贷款与援助，改善国际收支并推动日元国际化。日本“黑字环流”

贷款约七成来自于私人资金，即居民和企业储蓄，日资商业银行通过银团贷款、债券

融资等方式，在日元“黑字环流”中担当重任。我国主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与其存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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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相似之处，“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直接投资与项目建设的最重要板块之一，

该区域金融体系也均以银行业为主导。中资商业银行应兼顾政策性与市场化，从微观

层面发力渐进削弱当地原有货币惯性，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使用。把握“一带一路”

海外布局机会，依据自身定位与客户需求实现国际拓展，扎根东道国经济文化土壤，

构建“接地气”、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体系。合理合规、综合运用内保外贷、外保

内贷、境外贷款、银团贷款等多种方式，积极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全球授信服务；丰

富“一带一路”货币产品体系，在贸易融资、债券票据融资、双向资金池等业务中，

嵌套丝路货币外汇风险管理工具，推动双边本币使用。积极争取“一带一路”沿线机

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交易、大宗商品出口国进入我国大宗商品国际板市场，提供代理、

清算、结算、托管、投行资管、贷款等综合金融服务。同时，重视“一带一路”沿线

区域风险监控，关注政策性风险，切忌冲锋冒进，做到“有进有退”，可持续地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及人民币推广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