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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人民币的国际需求和跨境资金流动均出现新的变 

化，给人民币币值稳定带来压力。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出发,研究人民币国际化速 

度与外汇市场压力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发现，从短期看，“& 11 ”汇改是改变人民币国 

际化和外汇市场压力之间关系的结构突变点：在“8.11”汇改之前人民币国际化速度不会 

对外汇压力产生影响；汇改后，在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逆转的影响下，人民币国际化出现 

贬值效应，加剧人民币的贬值压力。从中长期来看，“8. 11 ”汇改对长期关系的影响有限， 

人民币国际化的升值效应将占主导，逐渐缓解贬值压力，最终促使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 

研究表明，突发的大规模贬值预期虽然会强化人民币国际化短期贬值效应，但对长期效应 

的影响有限，在此进程初期，人民币国际化应当顺势而为，央行也应释放一部分的贬值压 

力，加速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扩大汇率幅度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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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国际化是指某国货币越过该国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兑换、交易和流动，最终成为国际 

货币的过程（IMF,1946）。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便开始使用人民币进行边境贸易结算，中 

国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探讨也起步于此。胡定核（1995）、巴曙松（2003）、赵海宽（2003）等的早期研 

究都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迹象已经初步显现。2009年7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的启动标志着 

人民币国际化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成为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机遇（如 

周小川,2012；涂永红,2018）%近10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很大进展，李建军等（2013）和成思 

危（2014）都认为人民币的国际接受度逐步增强,将会在10-15年后成为国际主要货币。2016年 

10月人民币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大幅提升了人民币的国际接受程度，同时对促 

进中国主动推进资本账户有序开放有重要意义（丁志杰和赵家悦,2016） %

人民币国际化需要放开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宗良和李建军,2010 ；鄂志寰,2015），在“不可 

能三角”理论下，若要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国际货币的发行国不可避免地要承担汇率波动的风 

险％具体而言，一方面,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国际投资者在资产配置中将持有更多以该国货币计 

价的资产（Garbae, 2011）,对该国货币计价资产的需求上升，该国货币将升值,成为强势货币 

（Frankel,2012；Maziad et ai.,2012）%另一方面，对于我国来说，由于人民币同时存在规则和运作不 

同的两个异质市场，即在岸和离岸市场，因此两种人民币汇率（CNY和CNH）和利率水平长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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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2009年7月，上海和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五市率先启动跨境人民币结算试点，境外地域范围暂定为港澳地区和东盟国 

家。同时，中国人民银行明确了银行办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操作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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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资金不能跨境流动的情况下，即 质市场之间的 币价格不同，投机活动 展开的

间,但随着 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跨境资金流动的 放开，异质市场为套利、套汇以及

的 操作提供空间，造成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动，进一步加剧了汇率波动的压力（余永定,

2012）。

币国际化是一个 ，期间 出现 复。2015年8月，为了促进 币汇率形成

机制市场化，央启动了“8.11 ”汇改,调整了 币兑 汇率中间价报价 ①，由于

币汇率受到高估,汇改后 币的升值 开始逆转，终结了 年 币兑 累计33%的

升值，国际市场上开始出现大范围的 币贬值 ②，离岸市场 动性收缩， 币国际化

出现一 的 （余永，2012 ； 松,2018）% ，于 币国际化已经取得了 进

展， 逆转时， 币 临的抛售和货币逆转风险大 大。具 言， 币国际化的进

程中，国际投资者资产 的便利性和 的 币资产均大 升（Erten and Ocampo,2017）,

时若进一步开放资本流动 ，为投资者提供 币资产抛售空间，会 更大规模的短期国际

资本流动（张，2011）,至引发悲观 的“羊群 ”（何帆,2009 ；海红和余永定,2010 （彭红 

枫等,2015），进一步加剧 币的贬值， 来看也会不利于 币国际化进程％

图1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左）与月度环比增速（右）
注: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存量与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正相关,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代理变量 。

一、文献综述和理论基础

（一）人民币国际化效应

一国货币国际化的进程中，“特里芬难题（Tifin Dilemma）'难以避免。Tifin （ 1961 ）指出, 

在布雷顿森林 的“双挂钩” ， 作为国际 的结算和储备货币，将不 出 造

成 国际收支逆差，这与 维持币值 的 ％ , —国货币国际

化的 中,不 出口和币值 中做出 （宗良,2011 ）。对于人民币来说，由于人民

币国际化通常意味着资本账户的开放和离岸市场 币规模的上升,资金 岸与离岸市场间的

动 更加频繁， 币供需失调 进一步放大，汇率的波动 加剧。张 和何帆（2013 ）

为， 球金融市场动荡不安、量化宽松政策未退出的 环境下,资本账户开放将加剧短期

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给汇率带来冲击。刘辉和 松（2014）为，随着货币国际化 的 ，

汇率波动更加频繁，波动 大 大。

① “8. 11 ”汇改后的中间价报价规则为: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

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 供中间价报价。

② “8.11”汇改之后第二天,美元兑 币汇率中间价马上由6.1162为6. 3306,汇改一年后变为6.6255，贬值幅度达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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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民币国际化的升值效应

一国货币国际化之后，缘于非居民对本国货币需求的增加,给本币带来升值趋势。在交易渠 

道，随着人民币成为更多贸易商计价、结算的选择,国际市场的人民币需求增加，升值压力产生% 

Lardy and Douglass（2011）认为，人民币结算大多数用于出口贸易，意味着人民币离岸持有量的增 

加,增加在岸市场的升值压力;在资本与金融渠道，随着一国货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国际投资者在 

资产配置中将持有更多以该国货币为计价的资产，对该国货币计价资产的需求上升，该国货币将升 

值（如Maziad et ai.，2011 ；Frankel et ai.，2012）%在升值预期背景下，虽然内地进口商使用人民币结 

算有真实贸易行为支持，但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投机需求而进行的交易，因此，FDI和跨境贸易结算 

均具有套汇交易的性质（Garber，2011; Maziad and Kang，2012 ;张斌和徐奇渊,2012 ），其中套汇者包 

括进口商、纯粹套汇者和需要在中国使用人民币资金的跨国公司％

套汇交易的原理在于卖出价值高的货币，买入价值低的货币，从而赚取汇差利润（Burnsina et. ai， 

2011）。假设CNY的即期汇率为S,，CNH的即期汇率都为S：，由于套利交易造成CNH升值，CNH的 

价值大于CNY，在直接标价法下，St >S：，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套汇交易的收益为 ：

Zt = St - S： （1）

套汇交易将使人民币从在岸市场流向离岸市场，美元从离岸市场流向在岸市场,在岸市场人民 

币流动性收缩，美元供应增加,CNY产生升值压力（余永定,2012）%

表1跨境套汇对汇率的影响

机制 影响

升值预期
在RMB升值预期下

CNH价值大于CNY

套汇行为
离岸市场：买入USD,卖出CNH 
在岸市场：卖出USD,买入CNY

汇率变动压力方向 CNY升值压力

除了跨境套汇，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升值压力进行解释％ Murase（2010）将 

人民币汇率不同的安排称为双重汇率制度（duai exchange rates），在升值预期的背景下，在岸和离岸 

两个汇价差实质是一种托宾税，即境外资本向境内转移需要支付的成本，但是这种托宾税只是针对 

离岸资本流入在岸,对于在岸人民币的输出反而是一种补贴，因此会带来对在岸人民币升值压力％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增加了各国央行配置人民币储备的需求,大量储备货币从美元向人民 

币转移（Lv,2010）,同样会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

2.人民币国际化的贬值效应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人民币资产配置的便利性提高（黎紫丹,2017）,非居民持有的 

人民币资产将大幅增加％在大规模人民币贬值预期出现时，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将会给人民币资产 

造成更大的抛售空间，给币值稳定带来压力％在离岸市场人民币资金池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当跨境 

套汇和套利条件恶化时，反向套汇和套利平仓对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力也将大幅提升（余 

永定,2012），扩大在岸人民币资产的抛售空间，给人民币带来贬值压力（张斌和徐奇渊,2012） %

（1） 汇

自2015年“8. 11”汇改以来，离岸人民币（简称CNH）表现出比在岸人民币（简称CNY）更大的 

贬值趋势，出现CNH价值低于CNY的情景，此时市场套汇活动反向运作，人民币由一贯流向离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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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转为回流到在岸市场（巴曙松,2018）。具体表现为：当CNH较CNY的汇差超过一定基点时, 

意味着在岸市场人民币的价值更高，因此贸易商有动力在离岸市场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人民币，同 

时在在岸市场以更贵的价格卖出人民币，通过跨境贸易结算途径将离岸人民币资金输送回在岸市 

场,即可赚取汇差（何平和钟红,2014） %若人民币升值预期逆转,贬值预期超过利差时，套汇方向 

逆转，在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扩张,CNY将面临贬值压力％ 2011年9月以来，尤其是在2015年 

“8. 11”汇改后,CNH价值低于CNY的情况（CNY/CNH的比值大于1）时有发生，人民币外汇市场 

时常存在反向套汇的空间。

表2反向套汇对汇率的影响

贬值预期

套汇行为

CNH贬值幅度更大

CNH价值小于CNY

离岸市场：卖出USD,买入CNH 
在岸市场：卖出CNY,买入USD

汇率变动压力方向 CNY贬值压力

（2）套利平仓

套利交易的原理在于借入低利率的货币，贷出高利率的货币。假设境内存款利率为）香港的 

存款利率为）。套利的机制为在离岸市场卖美元，买入人民币，买入美元远期,4为e时期确定的 

远期合约在e +1期时的汇率，并在大陆银行存储人民币。假设套利活动使得CNH升值到S； （1 - 

+ ），一年后贬值预期为+,则4 =S： （1-+），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套利交易的收益为：

在套利交易机制下，美元从境外流向香港离岸市场，美元供应增加导致CNH升值。但套利交 

易对在岸市场对CNY的影响有限,原因在于境外套利投资者不会将人民币资产变现，而是直接使 

用美元来支付中国的出口，从而不会导致在岸市场中美元供给减少％

在离岸市场美元大规模撤资的条件下,两个市场间的利差将缩小,当利差小于贬值预期时,套 

利活动将无力可图,触发套利平仓条件。套利平仓使非居民抛售人民币头寸，由于在岸市场人民币 

的价值高,他们会尽量选择在在岸市场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CNY面临贬值压力％

表3套利平仓机制对汇率影响

预期

套 行为

汇率变动压力方向

利差小于贬值预期

CNH价值小于CNY 

离岸市场:USD撤资 

在岸市场：卖出CNY,买入USD

CNY贬值压力

总体来看,跨境套利和套汇以及相应的反向操作带来的跨境资金流动属于短期资本流动 ，直接 

投资、计价需求和央行外汇储备属于长期资本流动％由于短期资本流动对长期资本流动的替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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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有限，前者主要表现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效应,后者表现为对外汇市场压力的长期效应%因 

此,人民币国际化的贬值效应主要出现在短期，升值效应则主要在长期显现。

(二)EMP的定义、来源与度量

Girton and Roper(1977 )最早给出了 EMP指数的定义，认为EMP指数是外汇市场的供需失衡程 

度，这种失衡必须通过汇率变动或消耗外汇储备来抵消％ Weymark (1998 )给出了一般性定义:在货币 

当局干预外汇市场之前,国际上对本国货币的超额需求带来的名义汇率的变化％特别地，在完全浮动 

汇率制度下,外汇市场压力完全反映为汇率变动，而在固定汇率制度和中间汇率制度下则不一定反映 

为汇率变动，而是会被一国央行的干预政策“吸收”，比如动用外汇储备、调整利率或进行外汇管制等, 

若央行进行大规模有效的外汇干预时，往往可以吸收全部压力,维持汇率稳定(朱孟楠和刘林,2010) % 

由于外汇市场压力的定义包含对本国货币超额需求的度量，难以建立一个理想的理论模型来 

衡量现实中超额需求。Eichengeen el ai. ( 1996)较早提出了一种相对简单的不依赖特定模型设定 

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表示为双边利差、双边汇率收益率差以及国际储备变化百分比的加权平均 

值，三要素的权重为各自的标准差％此后,Hegerty(2014)提出包含双边利差的外汇市场压力指数为:

EMPt = Alnet - " !RES：M：i + "2!( y -e* ) (3)

其中,Al为汇率的对数收益率,ARES t: Mt -为外汇储备存量的变化除以上一期基础货币,A( y - 

e：)表示本国与双边汇率中另一国的利差变化，由于很多国家使用利率工具来减轻外汇市场压力, 

Hegemy(2014)为此将利差纳入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的计算中％系数"为汇率收益率标准差除以外 

汇储备变化率的标准差，而"2则是汇率收益率标准差除以利差序列标准差％该式表示，外汇市场压 

力一部分表现在汇率变化上，另一部分则表现在货币当局的干预工具变化上。例如，当本币面临升值 

压力时,EMP为负数，汇率变化率也为负数，此时货币当局若通过买入外汇、卖出本币的方式来吸收升 

值压力，将会导致升值压力部分表现为外汇储备增加，故而"'前为负号;货币当局也可以通过降低本 

国利率，缩小利差来吸收升值压力，从而导致升值压力部分表现为利差减小，故而"2前的系数为正％ 

在确定EMP指数成分方面，也有不少研究未将美元利差项包括在内，而是仅仅以汇率变化和外 

汇储备变化来测度外汇市场压力(如Frankel and Xia,2010 (Eien and Ocampo,2017 ) %这种方法通常 

用于测度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市场压力，这是因为新兴市场国家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利率波动不频 

繁,央行较少使用利率手段来缓冲外汇市场压力,Heyerty (2014)认为国家应采用不含利差项的人民币 

外汇市场压力指标％由于我国目前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汇市场压力主要通过汇率变化和央 

行干预吸收，而央行干预主要体现在外汇储备的变化上，因此在后续分析中将采用不含利差项的指标％ 

由于外汇市场压力是汇率变动的潜在原因，影响外汇市场压力的因素和影响汇率的因素相似, 

只是外汇市场压力对影响因素的反应往往时滞性更短，且往往更加敏感％首先，预期是影响外汇市 

场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市场预期能够同向增加外汇市场压力，朱鲁秀(2010)、徐国祥和周旳 

(2017)、严佳佳等(2014)都通过在研究中发现了预期对外汇市场压力同向推动的实证证据％此 

外，经济基本面变量也是影响外汇市场压力的主要来源％国际收支是影响汇率变动的传统因素,左 

相国和唐彬文(2008)、郭路(2012)等都对国际收支与外汇市场压力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认为 

国际收支对汇率存在显著影响％关于通货膨胀，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一价定律下的同种商品在不同 

国家经过汇率折算后的售价应相等,两国的汇率与物价水平存在比例关系,若本国发生通货膨胀, 

该国货币的价值减少，从而导致汇率贬值。经济增长对汇率的影响机制和方向则不确定％ —般如 

果一国经济增长较快，国民收入增长较快，会增加进口，带来贬值压力％从出口角度来看,经济增长 

也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和出口的增加，带来升值压力％外汇储备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由两个方 

面决定％ —方面，外汇储备充足与否与该国是否进行国际清偿、干预市场和稳定汇率水平存在密切关 

系,充足的外汇储备能够提升投资者该国货币的信心(易纲,2015)%另一方面，外汇储备增加与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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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顺差有关,因此往往给本国货币带来升值压力，外汇储备不足则带来贬值压力。从利差角度来 

看，在资本项目管制条件下，我国长期维持高于美国利率的态势，较高的利差水平带来升值压力。但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冲美利差缩窄，当美国主动加息时，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

二、人民币国际化效应的实证分析:单期视角

为全面、深入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外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本文同时使用协整回归和VAR两种 

方法进行实证分析，使得研究结果更加稳健％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汇率预期和其他因素都可能直 

接影响外汇市场压力，因此首先采用协整回归进行实证分析％在建模之前，首先要考虑序列的平稳 

性，否则会出现“伪回归” ％若EMP为单位根过程，则考虑可能发生结构性突变，需要进行结构突 

变检验以及协整突变检验,若发现了实际的结构突变点，再根据结构突变点的位置，进行分段回归% 

其次，考虑到变量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关系，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对这种关系进行分析％

（一）实证模型设计

根据理论分析，除了人民币国际化，汇率预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和通货膨胀率等反映经济基 

本面的变量都是影响汇率变动的重要变量，本文所使用的变量如表（4）所示％ —般认为，人民币国 

际化起步于2007年9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正式启动，因此本文选取样本的起点为2007年9 
月，样本期间为2007年9月-2018年10月％

表4变量数据说明

变量 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

EMPj - "HSt/M$_\

” ”k丄其中,！"是汇率的对数收益率:笄是外汇储备存量的变化除 

外汇市场压力（EMP） m,-1
以上一期基？货币，系数"是汇率收益率标准差除以外汇储备

变化率的标准差

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增速（AlnHKRMB）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融数据月报》

人民币汇率预期（Expect）

贸易顺差（Trade）

通货膨胀率（CPI）

工业增加值（Industrg ）

Expect = （ CNYb，-CNHndf）/CNY,"

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来自于中经网数据库，离岸1年期NDF数据 

来自于Bloomberg数据库。由于NDF为日度数据，月度数据为日 

度数据的月内算术平均

出口 -进口，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CPI月度同比，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本月工业增加值-上月工业增加值，数据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其中，EMP表示外汇市场压力，由于样本期内我国利率市场化水平还未成熟，我国央行较少使 

用利率手段调控汇率，因此本文采用不含利差项的人民币外汇压力指数％

Expect表示市场对汇率的预期％衡量汇率预期的常用方法为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无本金交割汇 

率（Non-deliverable Fovards,简称NDF）（李晓峰和陈华，2008;蒋先玲等,2012;沙文兵和刘红忠，

2014）。这是源于NDF的两种特性:首先,NDF汇率作为人民币远期汇率,具备反映市场对汇率预期的 

能力;其次，相关离岸市场的外汇交易量大、流动性足、市场化程度高，其汇率预期数据具有高度的可信 

度％参考沙文兵和刘红忠（2014）的方法，人民币汇率预期使用NDF相对于在岸市场汇率的偏差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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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ct = ( CNYspm - CNHnQ/CNY^ (4)

其中，cny””表示在岸市场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CNHnn4表示香港离岸市场1年期人民币兑美元 

无本金交割远期汇率(NDF)。在直接标价法下,Expect大于0表示离岸远期汇率大于即期在岸汇 

率，投资者认为在岸汇率被低估,从而预期人民币未来升值;当Expect小于0时，离岸人民币远期 

汇率低于在岸即期汇率，在岸汇率被高估，因此预期人民币将贬值。

HKRMB表示中国香港地区人民币余额,用来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代理变量。尽管目前有许 

多机构发布人民币国际化指数，但这些指数的主观性较强，且为季度数据，无法拟合月度的人民币 

外汇市场压力。本文用香港地区人民币存款余额衡量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主要原因为，香港地区作 

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是人民币业务的主要平台，随着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中国香港离岸市场 

的人民币存量会随之增长，离岸市场人民币的增长速度与人民币国际化速度正相关,该做法与沙文 

兵和刘红忠(2014)一致％考虑到离岸人民币存量增速与人民币国际化增速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同 

时为了避免异方差，将HKRMB进行对数差分处理，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增速％

为了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对汇率的短期影响，本文设置EMP为被解释变量，离岸市场人民币增 

速！/HKRMB为解释变量，同时引入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变量CPI、trade和Industrg作为控制变量。 

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解释变量，利用模型(5)进行分析。

EMP$ 二 # + $1 EMPt_! + $2Expectt_ 1 +$3A/HKRMB +$4 C?C_i

+ $5 疗+ $6 3( Industry ) + % (5)

(二)实证分析结果

1.平稳性检验

在建立协整回归模型之前，首先要对各个序列的平稳性以及是否存在协整关系进行检验，否则 

会产生“伪回归”问题。此外，对外汇市场压力单位根结构的分析，对于汇率政策有着重要的参考 

意义，其原因在于，当变量服从单位根过程式,任何冲击都会对其造成永久影响，经济政策的效果往 

往被其他扰动冲击抵消,经济政策无效%当变量服从分段趋势平稳过程时,只有足够大的冲击才能 

够改变变量的稳定趋势，表明强有力的汇率政策能够调整汇率的走向％

表5模型中各变量ADF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统计值 P 结论(5%显著水平)
EMP -2. 4673 0.3823 非平稳

Expect -2. 3708 0.0177 平

AlnHKRMB -4. 7550 0.0009 平

CPI -3.6403 0.0325 平

Trade -2.0896 0.0357 平

△Industrg -13.4454 0.0000 平

本文首先采用ADF检验对模型中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表(5)中ADF检验的结果，模 

型⑸中除了 EMP非平稳之外，其余变量都是平稳序列，如此EMP与自变量不存在协整关系，除非 

考虑结构突变％

2. 结构 验

本文首先使用Zivot and Andrews(1992)(简称ZA)的方法对EMP进行内生结构突变检验，所谓 

内生结构突变是指结构突变点未知，需通过数据生成过程的突变来确定％ ZA法假定数据生成过程是 

不带有突变的单位根过程，设定趋势突变、截距突变和截距和趋势双突变三个模型，分别对三个模型进

24



金"评论2019年第3期

行拟合，对每个潜在的突变点进行检验,若拒绝 ，则认为序列存在(趋/截距/截距和趋势)突变。

(6)为EMP序列的三种结构 的结果，三种 验的t统计值均小于1%的临界值，说明 

EMP序列存在结构 ， 结构 的分段平 。其中，截距 点为2016年12
月，趋 点为2015年10月，截距和趋势同时 的 时点为2015年8月。

表6 ZA法检验结果

截距 趋势 双突变

t统计值 -5.413 -4.738 -5.315

1%临界值 -5. 34 -4.42 -5.08

潜在突变点位置 113 101 96

潜在突变点时间 2017. 01 2016.01 2015.08

除了单个序列的 ， 间 均衡 的协整 出现结构 ％ Hansen
(1992)开拓 出了 点未知的协整 的结构 验 对应的分布函数，本文采用其

出的supF检验,对模型(5) 的均衡 否存 进 验，若 绝 ， 模型

(5 )中 达的协整 发生了结构 ， 点的前后，序列间存 的均衡 ％ ，

用BP检验确定协整 中最优 点的个数和 ％

supF检验的理论基础来源于Chow检验，是对不同子样本上线性回归的真实系数是否相等的 

验， 一个重大事 后是否存在结构 ％对个 的结构 点前后的 拟

合模型(5 )， Chow检验的F ，其中,EMP的F 为28.3，p值为0.003小于1%的临

界值，拒绝序列平稳的 ， 模型(5 )中的协整 存 结构 ％

Bi(1994 )给出了时间序列回归模型间 点估计的理论基础，Bal and Perron ( 1998 )将单个

突变点扩展到多个， Bai and Perron(2010)中用Bellman动 法,通过最小平方和 和

BIC信息准则，确 优突变点个数和 点 ％

Number of breakpoints

图2确定最优突变点个数的RSS与BIC准则图

根据EMP协整方程的RSS和BIC准则图，当存在两个潜在突变点时,BIC达到最小值，而RSS 

在前两个突变点时 迅速，之后 趋势达到平稳％两个 点的 分别为96和

115,即2015年8月和2017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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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带有结构突变的回归结果

协整突变检验只是发现了潜在的结构突变点而并非实际突变点，因此本文将在回归模型中引 

入虚拟变量，验证每个潜在突变点前后序列关系是否发生显著变化，从而确定实际的突变点。ZA 
检验和协整突变检验同时发现2015年8月为潜在突变点，结合2015年“8. 11”汇改的现实意义，本 

文设置2015年8月为潜在双突变点，根据突变位置引入虚拟变量进行分组，构建模型(6)，验证其 

是否为实际突变点。

EMPt = # +$n EMPt- + $12 Expect t- 1 +013 A/；KRMBt_i + $14 CPIt_l + $l5tradet_l
+ $16Alndustry-i + $17AlnHKRMBt_ Y Dlt + $18 X Dlt + % (6)

4., r1i >2015.081八中，D" = h "2015.08 卜

表7模型(2)回归结果

EMP

Intercept
-0. 456 :**

( -4.579)

EMP 1
0. 337 :**
(2.993)
-0 424 :**:

Expect ( -3f548 )
0f002

AlnHKRMB ( 0f024)
0f008

Trade ( 0f937)
0f062

CPI ( 0f782)
0f057

Alndustry ( 1f148 )
0f447

D” (1f223)

0. 567 **D]O x AlnHKRMB ( 1f990)

R2 0f431

Adjusted R2 0f403

Peb( F-statistic) 0f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在EMP的回归中的交叉项均显著，可以证明2015年8月为实际的突变点。其中，经济基本面 

变量不显著,说明人民币外汇市场的短期压力与基本面关系薄弱，主要来自于跨境套利活动所带来 

的短期资本流动;交叉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8.11”汇改之前，人民币国际化对人民币外汇市 

场未带来显著的压力，人民币国际化带来的短期升值和贬值压力互相抵消;在汇改之后，人民币国 

际化加速的贬值作用占上风，给人民币带来贬值压力。回归结果说明，汇改之前，人民币国际化给 

外汇市场带来的贬值压力和升值压力相抵消;汇改之后，由于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套汇和套利条 

件恶化，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会给反向套汇和套利平仓提供更大的空间，加剧外汇市场贬值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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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稳健性检验

本文将模型（6）中衡量外汇市场压力的指标替换为含有利差的外汇市场压力EMP1,自变量中

外汇市场压力的滞后一期同样替换为含有利差项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显示,在模型 

中将衡量外汇市场压力的指标进行替换之后，回归结果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没有变化，表明本文

的 归结果 %

表8稳健性检验结果

EMP1

Intercept
-0.435 !!!
( -4.60)

EMP1 -1
0.450!!!
( 5.522)

Expete
-0.490 !!!!
( -4.044)

AlnHKRMB
0.100

(1.210)

Taade 0.014
(0.218)

CPI
0.120

(1.826)

△Industrg
-0.054
(1.357)

D】r
0.072

(0. 299)

D]t x AlnHKRMB
0.373 !
(1.883)

R2 0.547

Adjusted R2 0.512

Prob( F-statistic) 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

三、人民币国际化与外汇市场压力:动态长期视角

根据前文的分析，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影响投资者预期,进而影响汇率，同时人民币升值也会影 

响人民币国际化进度和投资者预期，三者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动态关系。因此，在使用协整回归进 

行单期关系分析之后，本节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法对三者的动态关系进行判断。

（一）退势处理

由于EMP为带有带有截距突变的分段平稳序列，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需要对其进行退势处 

理，以消除结构突变的影响。退势处理的经济学含义为，大而持久的冲击事件偶尔发生，在大事件 

的间隙时间内占主导地位的为确定趋势％对于EMP来说则意味着，诸如“& 11”汇改这样的大事 

件是偶尔发生的，在发生前后EMP的长期趋势不会因受到这种冲击而改变％

假设从_ +1期（2015年8月）开始，EMP发生截距与斜率双突变，本文参考Sarga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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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rgava(1986)的OLS退势方法对EMP进行双突变退势处理。经过退势处理之后,EMP与Alnc 
的单位根检验统计量分别为为-3.628和-3.690，入约等于0.74,检验统计量小于双突变检验式 

10%显著性水平上的临界值，可判断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EMP的残差平稳,EMP是退势平稳 

序列。

(二)VAR模型分析

1.确定最优滞后阶数

本文使用了 AIC、HQ、SC、FPE四种信息准则，确定最优的VAR模型滞后阶数，结果见表(9)% 

EMP模型的AIC、HQ、SC和FPE准则的最优滞后阶数均为2,!nc模型的AIC、HQ和FPE准则确 

定的最优滞后阶数也均为2，因此本文在构造VAR模型时选取2阶滞后。

表9各信息准则最优滞后阶数

EMP

>a AIC(n) HQ( n) SC( n) FPE( n)

1 -7.03 -6.84 -6.35 8.86E-04

2 -7. 20! -6. 90! -6. 60! 7. 48E-04*

3 -7.10 -6.61 -5.88 8.25E-04

4 -7.05 -6.40 -5.45 8.76E-04

5 -7.02 -6.22 -5.05 9.06E-04

6 -6.89 -5.93 -4.54 1.05E-03

7 -6.84 -5.74 -4.12 1.11E-03

8 -6.82 -5.56 -3.72 1.16E-03

9 -6.79 -5.38 -3.31 1.23E-03

10 -6.77 -5.20 -2.92 1.30E-03

注「表示根据不同信息准则选取的最优滞后阶数。

2. 格兰杰因果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中的EMP、AlnHKRMB、Expect三个序列是否存在作用时间的先后关系，需要进 

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如表(10)所示。根据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AlnHKRMB是EMP的格兰 

杰原因,EMP也是AlnHKRMB的格兰杰原因，表明外汇市场压力和人民币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的 

动态相互作用。

在对EMP进行退势处理，即消除“8. 11”汇改对其造成的影响之后‘Expect依然是EMP的格兰 

杰原因，但显著性较弱(10%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只有在短期内出现突发重大的事件，预期大幅逆 

转时，预期对外汇市场压力发挥较大的作用，在消除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之后，预期的作用减弱% 

而EXPECT是AlnHKRMB的格兰杰原因，表明不管是在长期还是短期，预期对人民币国际化速度 

的作用明显,但是建立在升值预期上的人民币国际化不可持续，因为一旦发生大规模贬值预期，人 

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出现倒退％

3. 脉冲响应分析

由于VAR模型的OLS估计量仅具有一致性，单个系数估计值的经济解释很困难，通常需要观 

察系统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脉冲响应函数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冲击的反应,在模型 

受到某种冲击时,对内生变量当期值和未来值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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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0格兰杰因果检验表

原假设 P 论

EMP外汇市场压力）
Expect不是EMP的格兰杰原因 0.065 不拒绝

AnHKRMB不是EMP的格兰杰原因 0.003 拒绝

AnHKRMB（人民币国际化）
EMP不是AnHKRMB的格兰杰原因 0.003 拒绝

Expect不是AlnHKRMB的格兰杰原因 0.001 拒绝

Expect （人民币汇率预期）

EMP 是 Expeyt 的 0.385 不拒绝

AnHKRMB.是 Expect 的 0.024 拒绝

给 币升值 一个标准差冲击得到的 币国际化 脉冲响 （3） , 代

表响应函数的 月份， 币国际化 的响 。在升值 出现的 个月内,

币国际化 迅 升，第四个月后升值 减弱，升值 的冲击 加 币国际

化的进程％ 来看，贬值 存 的效果，在贬值 冲击出现时， 币国

际化则出现减 至 ％

Orthogonal Impulse Response from EXPECT

2 4 6 8 10
95% Bootstrap CI, lOOruns

图3升值预期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脉冲响应图

给 币国际化 一个标准差冲击得到的EMP的脉冲响应函 （4） 。学

币国际化加速的前两个月，会给 币带来贬值压力， 第 个月后 逆转,转为升

值压力，抵消初期产生的贬值压力， 币成为 货币。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与单

图4人民币国际化加速对外汇市场压力的脉冲响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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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结果，在对EMP进行退势处理之后，诸如“ & 11”汇改这样的突发性大规模贬值预期，只能对人 

民币国际化与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关系产生影响，预期对外汇市场压力的脉冲响应路径也能够说明 

这一点。而在长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升值效应往往能够抵消贬值效应，促使人民币升值%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从单期和动态多期两个角度出发，全方位研究了人民币国际化对外 

汇市场压力的影响机制、方向和程度％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 11”汇改这一事件成为人民币外 

汇市场压力的结构突变点，二者的单期关系的斜率从这一时点起开始发生变化％在汇改之前，人民 

币国际化速度不会对汇率产生显著的影响，但在汇改发生之后，人民币国际化加速会给外汇市场带 

来短期贬值压力。“8. 11”汇改成为外汇市场压力的结构突变点，可以得到以下两个启示:首先, 

“8.11”汇改后，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逆转导致人民币国际化出现一定程度倒退，表明建立在升值预 

期上的人民币国际化不稳定。其次，在2015年“& 11”汇改时，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 

就，境外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已经大幅增加，资产配置的便利程度也大幅提升，同时货币逆转风险大 

大增加，如果仍然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一步放松对跨境资金流动的限制，相当于给人民币资产 

抛售提供更大空间，进一步加剧贬值压力％相反,若在贬值预期出现时，顺势而为，适当放慢人民币 

国际化的速度，在短期内则能够缓解悲观预期所带来的贬值压力％

从长期来看，由于跨境套利、套汇活动属于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短期贬值压力将随着汇差的 

收缩而逐渐缓解，且短期资本流动本身对长期资本流动的替代效应有限。在中长期,人民币国际化 

的升值效应，如直接投资需求、资产计价需求和外汇储备需求等将占主导地位，人民币汇率从面临 

贬值压力转变为升值压力，短期贬值带来的影响也将被抵消。因此，诸如“& 11”汇改这样的突发 

重大事件改变的是人民币国际化和外汇市场压力的短期关系，而对长期关系的影响则有限％因此, 

在大规模贬值预期出现的初期，人民币国际化首先应该顺势而为，不应该强行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 

化而采取进一步的放松跨境资本流动的措施，从而导致人民币国际化出现进一步倒退％同时，在初 

期出现贬值压力时,可以减少对贬值压力的干预和吸收，加速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增加汇 

率浮动弹性，释放一部分的贬值预期,以利于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有效管控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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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hotomy of Monetary Policy, Operational (Intermediate) 
Target and Monetary Policy Method Economy

LI Hongjin
(People] Bank of China, Beijing, 100800 , China)

Abstrach: After interpreting the dichotomy of monetary policy and clearly discussing the basic concepts, such as 

operational taryet, intermediate taryet, we point out that most centrai banks have abandoned the intermediate taryet and 

monetary policc method obviously means operationai taryet. Monetary operationai taryet is the logicai starting point of the 

monetary policc, which can reflect the policc stance of monetary authority, effectively transmit the information of centrai 

bank's decision and euide the market expectation, and smoothly achieve the finai taryet of inflation as weli as output. 

Interest rate policc has been always the monetary policc method for modern centrai bankine, but the adoption of quantity- 

based policc is maini due te the reserve position doctrine ( RPD) and the speciai backeround and structure of the federai 

reserve system of the US,which wili enlighte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monetary policc durine the current deepenine 

interest rate reform stage.

Key Words： Operationai ( Intermediate) Taryet； Dichotomy of Monetary Policc； Price-based Monetary Policc；

Quantity-based Monetary Policc ； Reserve Position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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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hdy on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change Market Presssrr

GUO Tianyone LAN Yine

(Schooi of Financc, Centrai University of Financc and Economics, Beijine, 100081 ,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eed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chanee market 

pressure from both short-term and lone-term perspective. Empiricci tests find that in the short term the & 8. 11 ” exchanee 

rate reeime reform was a structurai chane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chanee market 

pressure. Before the reform the speed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had no effect on the exchanee market pressure. But 

aoteythe yeooym, due to the yeeeyse ooappyeccatcon e cpectat con, the deeaiuatcon eoectooRMB cnteynatconaicaatcon 

prevailed,intensifyine the depreciation pressure. Howevea, in the medium or lone term, the inipact of &8. 11 ” reform is 

limited, the appreciation eSect of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wili take the lead, eradualy easine the pressure of depreciation 

and ultimately promotine RMB te a strone currencc. The policc implication is that People] Bank of China shoui expand 

the ioatoneeaneeoKRMB ecchaneeeatetoeeieasepaetoKthedeeaiuatoon peesueeand acceieeatethemaekettoeoented 

reform.

Key Words：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Exchanee Market Pressure； Structurai Chanee； & 8.11 ” Exchanee 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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