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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四年当中, 随着中国政府持续努力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交易在全球外汇市场上显著增长的消息屡屡登上新闻
头条。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2013年三年度央行调查结果（此为有关全球外汇和场外衍生品市场规模与结构最全面的数
据来源），人民币已成为全球市场第九大交易货币。截至2013年4月，交易额在三年间已从340亿美元激增至1200亿美元。
在离岸人民币（“CNH”）交易大幅扩张的推动下， 其在全球交易量中的份额从2013年的0.9%涨至2.2%。同样的，人民币在
SWIFT人民币追踪系统（RMB Tracker）中为全球交易排名第八的货币，在2013年8月占1.49%的市场份额。2

人民币的未来将会如何？是否能够成为G3货币？
芝商所最近邀请香港主要市场专家参加财资市场公会（Treasury Markets Association）举办的午餐会并探讨该主题。

1 来源：国际清算银行三年一度的央行调查，2013年9月 （www.bis.org）
2 来源：SWIFT.com （2013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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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流动性与客户群特征

MB: 自1989年，我在中国银行伦敦财資部门任职以来的25年，当
中大部分的时间内都一直在积极跟踪人民币。我的第1次交易是以
一笔2万元人民币的交易作为交易协议的其中一部分；如今人民币
成为了全球市场第九大交易货币。若是将这一点单单放在CME外
汇期货或场外市场的背景当中来看的话，人民币当属外汇市场中
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许多市场参与者对于市场的规模、深度、流
动性以及香港在CNH增长当中所起的作用仍众说纷纭。我在这里
想要探讨一些问题。若从全球角度（就是所谓的G7货币）来考虑
EFX客户群的背景，那么CNH交易量增长背后的客户群有哪些特
征呢？自2010年以来这是如何发展变化的？我们是否预期该多元
性仍会继续，而这又会来自哪里呢？ 

PL: 我还记得在CNH发展初期资金流主要由与贸易相关的业务所推
动的时候。在大多数新兴市场出现时，贸易总是排在最前面，然后
之后是投机者。在某一时刻，你需要真正对长期投资感兴趣的人士
加入来充当市场发展的稳定力量。自2011年的过去数年当中，我
们开始看到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职业参与者加入，这包括资产经理
显著的增加。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其它时区的参与程度大幅提升，
特别是欧洲、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我预期该趋势在未来几
年当中还会继续。

JY: 在我看来，第一阶段为人民币随着中国开放其交易成为交易货
币，而现在它几乎已达到完全开放。这一点非常重要，人民币在交
易接受度方面已排名第七。下一阶段则是开放其资本市场，而这已
经正在发生，有许多例子，其中包括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和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沪港通的发展。 

今后下一步的行动是要成为投资货币，而我们看到了许多人特别
有兴趣投资CNH市场以及通过QFII和RQFII投资国内市场。最后一
个阶段则是真正成为储备货币。据10月初的报道，欧洲央行正在
寻求将CNH纳入成为储备货币。这是一项重大举措。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预计在其10月份的会议上还会就是否将中国货币纳入其特
别提款权（官方融资中所采用的复合储备货币）进行讨论。我认
为这将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过程，同时人民币发展前景将会非
常乐观。 

转向电子交易

MB: Michael，我想要稍微改变一下关注重点，谈谈您如何看待
CNH交易方式的转变以及从语音交易发展成电子交易，在某些产
品类别显得快速，但在外汇掉期或期权却并非如此？

MN: 好的。我认为CNH从语音经纪产品变为主要采用电子方式交
易的产品这一进程已经比许多人的预期要快得多。一年前，每日交
易额当中有一半通过语音经纪人来处理；而如今，交易当中大约有
90%至95%通过诸如路透、EBS或类似的电子平台来执行。香港
和新加坡的交易所，当然还有芝商所，一直以来非常积极地推广
CNH期货。与场外市场相比，其占据的份额相对还比较小，但是
如果考虑到CNH的出现只不过是4-5年的时间，那么比起G10货币
在外汇期货市场中成为积极交易货币所花的更长时间，此发展变化
比例可谓相当快。随着该货币继续发展，交易日益活跃，我预测用
户群体的组成将会继续多元化，并且将会要求越来越多的另类产品
（比如期货）。

JY: 我对此补充一点，目前就电子交易系统而言，CHN价差实际上
和主要G10货币一样较小，而这显示出平台上的流动性情况。根据
我们的观察，亚洲时区的交易量有几天甚至比澳元交易量还要大。
电子平台刚刚经历重大发展，而随着其流动性的增长，CNH正转
变成为商品化货币。 

流动性时间的特征

MB: 就主要流动性时间而言，您看到的是什么样的特征？例如，人
们是在香港早上还是下午时间可为其客户获得最深的流动性？或者
就CNH而言目前是否每天已经几乎是23、24小时在交易？

PL: 当然，在市场刚开始的时候，交易主要是在亚洲时间内进行。
不过目前有相当多的交易是在香港下午时间以及伦敦开市时间进
行。这与我早先所提及的的情况契合，来自欧洲的活跃度显著增
加。亚洲时间以外，伦敦直到下午时间还有大量流动性继续充斥市
场。不过，我尚未看到在伦敦收市后有多少交易从纽约时区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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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 是的，我认为直至今年初，CNH交易总额中应该有50%至
60%一般是在亚洲交易时间（即约上午8点至下午2点左右）内成
交的，下午2点过后伦敦开市，交易簿也换手。伦敦在该时段内将
占交易额的30%至35%左右，剩余则是为纽约所贡献。截至9月份
为止，从一些电子交易平台所得到的最新数据表明，目前单单亚洲
交易时段期间的交易总额将会占到40%至45%左右，而伦敦可能占
到50%左右，剩余交易量则来自纽约。因此，就名义增长而言，当
然是欧洲的交易增加情形最为明显。欧元区既然为中国最大的贸易
伙伴，因此这一点并不足为奇。 

所以说CNH现货的流动性特征，目前看上去实际上更像你所认为
的G10货币对流动性特征。单单从这一角度来看，你会发现CNH已
从显然是新兴市场的货币成长为在实际交易情况中相似国际货币对
的货币，怎么说呢，就说它成长毕业了吧。

JC: 从更广泛的行业视角来看，我们从银行和经纪商处所获数据所
得出一幅完全一致的景象——人民币交易额大幅上涨，而且这仍在
不断增长并且势头不断加强。人民币不光是在交易额方面为交易场
内举足轻重的产品，在利润率方面也同样如此。我刚刚从上海清算
所在中国举行的研讨会回来，在那里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均
在群情激昂地讨论着离岸及在岸人民币。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入市，
还有市场正在开始获得回报，未来的道路看似非常光明。

中央对手方模式的可能性

MB: 显而易见，中央对手方对于帮助人民币在全球的增长来说可以
说是大有裨益，特别是面临多元化的客户群来说更是如此。你是如
何看待在这一领域内的中央对手方的呢？场外市场的流动性是否足
够，或者目前是否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或需要呢？

PL: 中央对手方在风险缓解方面有诸多好处，特别是在信用风险方
面。但是我们必须在实施成本与好处之间达到平衡。分析正在进行
当中，我们尚未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看看当今世界中，不同国家有
着许多利率交易均提交集中结算，但外汇尚未这样做。而一般的想
法是认为外汇交易市场流动性极大，信用风险可加以管控，因此这
能降低交易成本。不过当我们换到不同的市场体制时，此规定则会
有所不同。

MB: 就风险缓解这一点而言，市场参与者一直以来通过人民币来寻
求管理的风险有哪些？例如，鉴于套保并不一定适合每个人，那么
过去18个月中的价格上下波动到底让它们受损还是受益呢？ 

JY: 美元/CNH作为新货币組合只在境外市场出现了几年，因此最
大的风险实际上是流动性风险。我们已多次经历过美元/CNH处于
高位的风险情形。两年前，我们还经历过在岸/离岸人民币以将近
2%的价差进行交易。

美元兑在岸人民币(USD/CNY)及美元兑离岸人民币(USD/CNH)的即期汇率价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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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参与者面临的两大主要风险，是价格流动性和货币市
场流动性风险。在沪港通推出的情况下，市场目前正预期境内外的
资金流最终会使CNH流动性产生一定的波动。这就是香港金融管
理局（HKMA）为何引入一级流动性提供行（PLP）和一些流动性
产品到系统中来确保预期流动性在境外可得以管理的原因所在。

客户如何管理人民币风险

MB: 非常有趣。Michael，我下一个问题是，美元曲线的变化对你
的客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你是如何看待市场的。.

MN: 我用两点看法来回答这个问题吧。首先从掉期开始。我认为
掉期面临两大强勁的反向阻力。一边阻力，是非常广大范围的美元
波动，而在另一边，中国则继续保持贸易顺差。这两大趋势将会在
很大程度上使掉期固定到年末，直至任何一边出现重大进展。

境内流动性仍然相当紧张，而境外也非常紧张，特别是短期方面。
这属于任何新兴市场产品一种与生俱来的风险，当然美元/CNH也
不例外。在过去数月当中，我们看到短期资金遭遇极其痛苦的缩
减。即使CNH市场一直在大幅增长，但境外没有阻碍、可以自由
流动的CNH流动性并未同步增长。流动性和资本当中有许多实际
上又回流到境内。因此资金到年末时将继续保持非常紧张的态势。

MB: Patrick，你的客户在过去18年当中有过什么样的经历？?

PL: 我在过去数月当中已接触过我们许多客户，对他们如何管理其
人民币风险进行过现状核实。当中一些观察相当有趣。首先，越来
越多的客户更加坚信货币实际上存在着双向风险，不再是一种单向
押注。同时，还有相当多的一些客户实际上对中国就如何管理进入
更慢增长轨道的经济而实施的政策一直保持乐观看法，而且他们对
该货币将变得越来越稳定和国际化保持有相当高的信心。因此他们
的投资通常为长期投资，同时他们也不会感觉有积极管理其货币风
险的迫切需要。 

另一方面，还有些客户看到今年上半年剧烈波动后变得越来越担
心，并且因此一直在增加对冲头寸。不过最后他们实际上不得不对
对冲头寸进行平仓。首先，平仓成本要耗费其资金。而且即使对冲
有效，在货币保持较弱水平的情况下，平仓成本也不会低。将来他
们还可能必须要在对冲成本与预期货币风险之间衡量一下。如果货
币双向流动越来越多，两侧达到3%至4%的区间，那么你每年需要
支付差不多2.5%来对冲，这可能得不偿失。我认为这是人们上了
一课，至少在今年是这样。

美元兑离岸人民币的即期汇率走势 (过去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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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H期权市场的增长

MB: 很高兴能听到这样充滿信心的消息。我还注意到CNH期权市
场也有相当大幅度的增长。在你们看来，CNH市场有多大，还有
一般在哪里能看到该类活动？ 

JY: 从我与银行（包括实际意义上的国内银行）之间的相互交往来
看， CHN期权市场看来可以与所有货币对相比较，其中美元/CNH 
可能仅次于欧元，成为第二大货币对。实际上，一些银行冒着巨大
的风险。我认为这其中有两点原因。其一为货币在流动性和波动性
不断增加时遭遇抛售，而在此期间存在巨大的对冲需求。另一方面
是CNH属于高收益低波动的货币，因此持有现金的投资者对该类
结构产品有着大量需求。 

MB: 最近我们的外汇期权（不含CNH）出现了一项非常有趣的记
录，即我们期权当中有98%是以电子方式交易的。这是一项令人
鼓舞的发展，并且表明这其中有多大的流动性。你认为CNH期权
在不久之后的任何时候会实现电子化交易吗？它是否现在正在进
行中呢？

JY: 鉴于做市商一直以来承担的风险特征以及人们对于CNH外汇期
权的兴趣，我认为它迟早将会被人们看中。目前它更像场外市场，
而最终它将会被商品化-早晚会有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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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成为G3 货币所面临的障碍

MB: 那么在你看来，CNH成为G3货币会面临什么障碍呢？ 

MN: 对于资产经理和储备经理来说，用于配置CNH资本的优质投
资产品仍相当缺乏。随着这项等式继续发展，它将对CNH成为 G3
货币的主要要求之一进行定义。 

JY: 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对于人民币能否成为一种国际储备货币来
说非常关键。国内市场开放同样比较重要。正如Michael所提到的
一样，缺乏投资资产限制了货币走向下一阶段。我们看到资本市
场开放正在加速。QFII用了十一年时间来达到500亿美元的规模；
而RQFII则用了两年时间来达到同样的水平。现在，沪港通将会允
许500万美元额度的资金进入境外市场。资本市场开放速度如此提
速，将成为货币国际化的关键所在。 

PL: 我刚刚想要补充的是等式存在两侧。一侧肯定是投资侧，即资
本账户，不过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贸易。如果每个人均开始与中国进
行贸易往来，并且采用人民币结算，那么自然而然地会有更多人使
用并持有该货币，那么也就出现对该货币进行风险管理的需要。 

JC: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看看历史，并且要记住美国用了60年时间，
直至1945年左右才在GDP及其货币方面超越英国。今年初，世界
银行预测中国基于PPP的GDP在今年某个时候可能会超过美国，
因此你可以看出增长潜力非常巨大，不过它还是需要时间。 

CNH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定盘价 

MB: 那么Jack，我自去年以来一直满怀兴趣关注的事情是财资市
场公会 (TMA) CNH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定盘价的发展。你能告诉我
更多信息吗？

JC: 我们认为TMA CNH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定盘价对境外人民币的
发展来说非常重要。如果你登录我们的网站www.tma.org.hk，你
将会看到我们有6种定盘价，其中两种为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定盘价
和CHN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定盘价，两种为美元/港元现货定盘价和
美元/人民币（香港）现货定盘价，一种为港元隔夜指数掉期，还
有一种为人民币债券定盘价。這些數據每天更新。

我们的会员在最近一次调查当中告诉我们，他们发现定盘价协议
的稳健程度足够用来为其产品开发定价。我们很高兴听到这样的
消息。

CHN香港银行同业拆息与香港银行同业拆息（HIBOT）非常相
似。我们有隔夜、一周、一月以及最长为一年的HIBOT。我们都采
用符合IOSCO的指引。

事实上，鉴于正值人民币国际化方兴未艾，同时资本账户会逐渐放
开，我们去年在公会成员的建議下迅速推出CNH香港银行同业拆
息定价。我们希望与行业同仁共同保持香港作为主要境外人民币中
心的优势。

产品机会与亚洲时间价格发现

另一个重要因素为中国自由化需求正在提速。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出
口国，同时也是第二大进口国，因此它们想要为贸易提供服务。在
这一时点，我认为香港仍然具备境外人民币发展的优势，提供市场
主導的价格发现，而这对于增长市场来说非常重要。亚洲时间内
的价格發現，讓市场参与者能够拥有最好的条件来作出不错的交
易决定。

我前面提到过我们对人民币进行过一次调查。该调查是2014年7月
针对香港所有银行以及主要企业进行的。我们收到了179份回复，
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参与率。调查内容为所用金融合约的种类，涵
盖贷款、浮动利率票据、利率掉期和交叉货币掉期。调查对象认为
定盘价协议足够稳健，并且他们非常有信心来将其用于产品开发。
当被问及對未來產品有什麼期望时，他们提到了期货、远期利率协
议（FRA）、隔夜指数掉期（OIS）、利率期权、掉期期权以及利
率上限和利率下限。

我们也问到谁会对交易人民币利率期货有兴趣。在179份回复当
中，有50份表现出有兴趣采用期货来交易或对冲。若要进行对
冲，那么我们需要做市商，这是相當关键的一環。在这50位调查
对象当中，有20位明确表示有兴趣成为做市商。这样的答复非常
鼓舞人心，哪怕只有10位真的成为做市商。调查对象还谈到一个
月和三个月的期货合约，并且建议我们先从亚洲时区开始，然后再
扩展到欧洲和美国时区。另一有趣的建议为实现连续交易，也即不
设午餐时间。不过我们不知道做市商对此会作出什么样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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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H利率产品的机会

MB: Jack，这真是太棒了，谢谢你和我们分享这些事实与数据。
那么，是否有人对CNH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市场感兴趣呢，或者说
发展该市场是否为时过早呢？

JY: Jack，这真是太棒了，谢谢你和我们分享这些事实与数据。那
么，是否有人对CNH香港银行同业拆息市场感兴趣呢，或者说发
展该市场是否为时过早呢？

若从短期角度来考虑境外CNH的话，那么它就是要起到推动中国
利率自由化进程的作用。

另一问题为芝商所是否可以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合作来开发类似的
CNY上海银行同业拆息合约。

PL: 我认为该产品是很有意思的，并且与利率市场的长期发展刚好
吻合，但是目前从我们的业务角度来看，我们并未看出有多少人会
对该产品有很大兴趣，原因在于虽然我们一直关注我们的投资组
合，我们也不会存在大量浮动利率风险。我们交易簿上以及我们
商业银行业务当中的贷款均按固定利率来计算，目前我们并未看
到许多采用浮动利率进行交易的需求。因此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来发展。

MN: 在我们的业务当中所看到的情况完全相同。

MB: 谢谢。大家还有问题吗？

长期流动性

听众：市场专家们可以谈一点关于流动性、深度以及交易发展的情
况吗？你们是否同意与G3 货币相比，CNH市场长遠來說（例如五
年之后）仍是其一大弱点？

PL: 我们大概数年以前开始交易同一领域的长期产品。当时管理风
险极其困难；因而从交易簿的角度来看，我们毫无疑问一直在冒着
大量曲线风险。不过同样在今年我们进行业务的时候，我们实际上
发现迅速消解或转移风险要容易得多。我绝对同意需要时间来让交
易量发力增長。不过从交易的角度来看，至少你要知道我们并非在
谈非常大的交易量。如果你像结构性交易或者融资业务对冲那样来
逐笔交易的话，那么对冲在相当程度上可得到管控。

MN: 既然流动性在短期内大大改善，我认为流动性增长已在许多
其它商业市场货币中反映出來，而且随着市场变得越来越能够承担
长期风险，再加上对短期流动性及如何展开有更好的理解，流动性
将会慢慢传播开来。

JY: 我认为它同样属于信用风险缓解过程的一部分，对于长期产品
来说更是如此。其它诸如清算和基础架构之类的事情，对于长期衍
生品交易流动性来说同样重要。这在监管发生诸多变化的今天来说
尤其如此。

人民币成为全球交易货币的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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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CNH交易回顾

MB: 那么在我结束小组讨论之前，我想提问这样的问题会比较有
趣。在市场首次开始交易CNH的第一天时情况是怎样的？你的第
一次交易又如何呢？

MN: 当时，很多人甚至不能交易，哪怕他们想进行交易，因为
CNH不是ISO货币組合。每人都争先恐后地获取IT和运营资源，同
时尽力得到法律和合规签收。我认为同样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當
时只距離四年时间左右。现在人们在做这些CNH事情时都不用眨
眼。

PL: 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时光。我还记得我在内部或外部就这将
走向何方与人们进行过多次争论。许多人还是疑虑重重。而且当
时我还记得关注市场每日交易额，该交易额可能是20块钱，而1张
票据的面值为1块钱、2块钱。我认为当时需要大量勇气，并且要
富有远见才能实际促成这些事情。而且你要相信它，相信中国政
府，相信该货币的未来，随后人们开始建设基本架构，并且准备好
在2010年和2011年初进行交易。对于那些在2011年上半年真正准
备好的、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尚未准备好的人来说，由于市场在
2011年开始起飞，你实际上已经大获丰收，因此我想要说那是一
次非常甜蜜的胜利。 

MB: 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尊敬的嘉宾就这一非常有趣的主题提供您
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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