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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提升人民币投资和金融交易功能 

推动国内市场开放 
【参考信息】 

 近日，央行召开 2017 年跨境人民币业务暨有关监测分析工作会议。在人民币汇率持

续承压背景下，此前快速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遇到新挑战。但易纲表示：“要深刻认

识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态势没有变，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驱动力没有变，这是人

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柱。” 

 央行副行长易纲表示，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中长期战略，要保持定力，稳步实现目

标。2017年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投资储备和金融交易功能，推动国内市场开放。 

 易纲表示，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态势没有变，人民币国际化的市场驱

动力没有变，这是人民币国际化最重要的基础和支柱。其次，要做好政策的顶层设

计，便利贸易、投资、支付便利，把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在推动人民币跨境

使用的同时，注重稳步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用相关基础设施

建设。三是要引导好离岸人民币市场发展。四是要完善监督和管理手段。 

 2016年人民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暨有关监测分析工作紧紧围绕宏观大局，统筹长远

发展和当前需要，优化人民币国际使用政策，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深

入推进货币合作，同时健全跨境人民币管理制度，加强风险防范，取得了显著成效。 

 会议强调，2017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善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框架和

基础设施，坚持发展改革和风险防范并重，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规范发展；进一步

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一步提升人民

币投资储备和金融交易功能，推动国内市场开放；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中长期研究，

完善宏观经济监测分析框架。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从央行部署的跨境人民币业务工作看，今年人

民币国际化将稳步推进，其中重点的改革目标将是加快推进国内资本市场包括债券

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对外开放，以吸引更多的境外投资者投资国内市场，提高人民币

交易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有利于缓冲资本外流压力。 

专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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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一年来，随着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在岸外汇衍生品市场的相继开放，我国债券

市场对外开放节奏明显加快，今年还将开通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债券通”；股票市场

方面，随着沪港通、深港通的开通，A 股市场在国际市场的认可度逐渐提高，市场

普遍认为，今年 A 股纳入 MSCI新兴市场指数将是大概率事件。 

 鲁政委认为，一国货币要具备国际投资储备能力的前提条件，是拥有良好的流动性；

而流动性的基础又是货币参与交易的广度和深度，具体来说，就是使用的规模要大，

参与使用该货币的主体要广泛，而国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就是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称，自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

币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动能就开始形成。以前是贸易驱动人民币国际化，现

在则是贸易和资本双轮驱动，尤其是资本项下的跨境人民币使用增长较快，未来人

民币国际化还会平稳进行。 

【分析点评】 

 在人民币汇率持续承压背景下，快速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遇到新挑战。虽然 2016

年跨境人民币业务在管理制度、风险防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必须客

观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因此，人民币国际化是中长期

战略，不可急促冒进。 

【参考链接】 

 央行：提升人民币投资和金融交易功能 推动国内市场开放 

 

◆【外汇局：去年末银行业对外净负债 869 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末，我国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 8776

亿美元，对外负债 9645 亿美元，对外净负债 869 亿美元，其中，人民币净负债 1853亿

美元，外币净资产 984 亿美元。 

具体来看，在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中，存贷款资产 6705 亿美元，债券资产 952 亿

美元，股权等其他资产 1119 亿美元，分别占银行业对外金融资产的 76%、11%和 13%。

分币种看，人民币资产 1176 亿美元，美元资产 5986 亿美元，其他币种资产 1614 亿美

元，分别占 13%、68%和 19%。 

信息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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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银行业对外负债中，人民币负债 3029亿美元，美元负债 3431亿美元，其他币种

负债 3184亿美元，分别占 31%、36%和 33%。 

◆【郑州银行去年净利 40.45 亿 增逾两成】 
在香港上市的郑州银行昨日披露的 2016 年报显示，该行去年实现净利润 40.45 亿

元，同比增长逾 20%。该行还公告称，拟非公开发行优先股不超过 8000 万股，募集资金

不超过 80亿元。 

年报数据显示，去年末，郑州银行资产规模达 3661.48亿元，较去年初增长 37.84%。

存款余额同比增长 471.95 亿元至 2163.90 亿元，增幅 27.89%。贷款余额为 1110.92 亿

元，同比增长 167.98亿元，增幅 17.81%。净利润也连续四年保持稳步增长，2016年实

现净利润 40.45亿元，增长 20.53%。 

去年末，郑州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1.31%，较 2015 年的 1.10%略增 0.21 个百分点。

拨备覆盖率为 237.38%，较 2015年的 258.55%下降了 21.17个百分点。同时，该行的资

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及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为 1.76%、8.80%、8.79%，分别

较上年末下降了 44基点、129基点和 130基点。 

在 2016 年年报公布的同时，郑州银行还发布了发行境外优先股的方案。此次的拟

非公开优先股发行总规模将不超过 8000万股，募集资金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80亿元，所

募资金将全部用于补充该行其他一级资本。 

◆【江苏银行面临紧资本约束 优先股计划仍待完善】 

江苏银行 200亿元优先股发行计划收到证监会反馈意见。3月 27日，江苏银行发布

公告称，其正在推进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监管审批工作。3月 21日，证监会下发了《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要求江苏银行

补齐相关材料。 

  去年 8 月 2 日，江苏银行正式登陆上交所，而该行董事会去年 11 月就已审议通过

了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议案。1月 17日，江苏银行优先股发行方案及公司章程修订获银

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准。该批复同意江苏银行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亿股优先股，募集金额

不超过 200亿元，并按照有关规定计入该行其他一级资本。 

  证监会在“反馈意见”中也指出，2016 年 7 月，江苏银行首发上市募集资金净额

71.29 亿元。2016 年 11 月，江苏银行公布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预案，拟募资 200 亿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其他一级资本。证监会要求江苏银行说明本次发行方

http://bank.hexun.com/2017-03-28/188642699.html
http://bank.hexun.com/2017-03-28/188640751.html


 

 5 

案推出时间距前募完成时间较为接近的原因，并说明本次融资的必要性及融资规模的合

理性。 

  对此，江苏银行回应称，去年江苏银行成功发行 115445 万股普通股（发行股票数

量为发行后股本的 10%），募集资金净额 71.29 亿元，补充了核心一级资本。2016年末，

发行人合并口径核心一级资本净额 835.22亿元，较年初增加 181.68亿元；一级资本净

额 836.01亿元，较年初增加 182.33亿元；资本充足率 11.51%，较年初下降 0.03个百

分点。 

  目前，银行仍然面临紧资本约束，未来仍需要持续补充各层级资本才能满足发展需

要。并且，其资本构成中缺少其他一级资本，一级资本绝大部分为核心一级资本，这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资本利用效率低，也没有能充分发挥核心一级资本的杠杆作用。   

◆【工业利润创六年来最高增速 上下游企业赚钱能力失衡】 
根据国家统计局 3 月 27 日公布的数字，今年 1-2 月钢铁（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 21.1倍，有色、石油加工等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了 1.2倍、

1.3 倍。数据显示，1-2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0156.8 亿元，同比增

长 31.5%。21 世纪经济报道获悉，这是 2011 年 3 月以来的最高增速，当年则有全国 4

万亿投资刺激的影响。 

  不过，目前工业利润的快速增加，是否能说明工业进入全面繁荣或经济进入新周期，

还需进一步观察。因为目前工业利润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

（PPI）大涨，以及上游挤压中下游行业利润导致的。 

  在钢铁、煤炭、有色等行业利润大涨时，食品、医药等行业则利润增速一般，电力

行业甚至出现了利润同比下降 39.3%的现象。对此，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唐建伟指出，目前工业利润快速上升，主要还是一些行业去产能所致的，预计一季度都

会维持这种上升的态势。如果经济全面好转甚至进入一个新的周期的话，那么所有上中

下游企业的利润应该都是恢复的，目前的情况看上游行业的利润是依靠挤压下游产业得

来的。 

◆【邮储银行与工信部达成战略合作，5 年将建设 600 家小微支行】 

3 月 27 日，工信部与邮储银行在京签署《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战略合作协议》。邮储

银行表示，未来五年，邮储银行将在各级工信部门支持下，建设 600家小微企业特色支

行，为工信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重点工程与专项行动支持的项

http://news.hexun.com/2017-03-28/1886425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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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中小企业累计投放 5000 亿元信贷支持。根据协议，双方将按照“政银协作、合力

惠企”、“突出小微、破解难题”、“构建体系、增进信用”的合作原则，通过建立分层级

推进、合作协调、共同交流、信息共享等多种合作机制，以推动产融结合、促进投贷联

动、深化政银担合作、推进资源整合为牵引，着力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