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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对在岸外汇市场的
动态冲击效应

———基于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的实证检验

程立燕， 李金凯

（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５）

摘要： 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研究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 在岸

与离岸人民币汇差、 利差以及汇率预期对外汇储备的动态冲击效应。 结果表明：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于短期内增加了外汇储备， 其原因在于跨境贸易结

算 “跛足” 现象的存在； 但在中长期， “跛足” 现象逐渐消失， 香港人民币离岸

市场的发展对外汇储备具有显著负效应。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的不同提前期冲

击对外汇储备的时变脉冲响应函数为正且基本稳定， “８１１” 汇改的时点冲击对

外汇储备产生了较为持久的影响。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利差冲击对外汇储备的影响

呈现非对称特征， 短期和中期脉冲响应函数值的波动幅度显著小于长期。 此外，
人民币升值预期显著促进了外汇储备规模增加， 且不同提前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

数均呈现 “Ｍ” 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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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促进了人民币的境外流通和广泛使用， 有利于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稳步推进。 但是， 由于内地存在资本管制以及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

存在不同监管规则等原因， 两地人民币汇率、 利率一直存在显著差异， 形成较大套

汇套利空间， 增加了投机性短期跨境资本流动， 亦对在岸外汇市场供求和外汇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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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产生剧烈冲击。
外汇储备对于维持汇率稳定、 抵御金融风险、 维持经济平衡和彰显综合国力具

有重要意义。 已有研究关于外汇储备变动的影响因素通常涉及人民币汇率、 外商直

接投资、 国内外利差、 出口贸易额和通货膨胀率等 （罗素梅和张逸佳， ２０１５； 宫

健等， ２０１７）， 鲜有文献在实证研究中考察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及其套利活

动对外汇储备的动态效应。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和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速度

的加快， 全方位、 多层次考察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 厘清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对中

国外汇储备的时变效应， 对于现阶段中国维持外汇储备基本稳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意义。
学术界就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 “跛足” 现象

展开过激烈讨论。 一些学者认为， 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市场之间的套利活动是中国外

汇储备加速累积的重要因素之一 （殷剑峰， ２０１１； Ｇａｒｂｅｒ， ２０１１； 张明， ２０１１ａ；
张明和何帆， ２０１２； 肖崎和阮健浓， ２０１３）； 而另一些学者则持有不同观点， 认为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不会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显著增加 （马骏和徐剑刚，
２０１２； 何帆等， ２０１１）。 可见， 关于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对中国外汇储备的

影响， 学术界观点不尽一致， 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笔者基于时变参数向量自回

归 （Ｔｉｍｅ－Ｖａｒｙｉｎｇ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从不同提前

期和时点冲击等方面研究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对外汇储备变动的动态冲击效

应， 研究结论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 国内金融市场发展

和金融体制改革创新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一、 理论机制分析

（一）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对外汇储备的影响机制

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初期， 在岸与离岸汇率、 利率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

人民币具有较强升值预期， 致使套汇套利投机交易盛行，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呈现

明显的 “跛足” 特征， 结售汇 “失衡” “内保外贷” 等现象频频出现， 导致中国

外汇储备大幅上升 （张明和何帆， ２０１２）。
然而， 随着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进一步发展完善， 人民币跨境流出和回流路径

更加畅通， 市场化的离岸人民币汇率、 利率形成机制反过来倒逼在岸汇率和利率市

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程度明显提高， 使得在岸与离岸汇率、 利率价

差进一步缩窄，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上的投机套利交易显著减少， 人民币跨境贸易

结算 “跛足” 现象、 境内企业 “内保外贷” 现象等得以控制， 其不再是推动中国

外汇储备攀升的重要因素。 相反， 随着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程度的提高和人民

币国际化进程的稳步推进， 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和需求量逐步上升， 中

国对外汇储备的需求进一步降低。 因此， 从长期来看，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

有助于降低外汇储备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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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岸与香港离岸市场之间的套汇机制

１ 基于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的套汇行为

这种套汇行为是基于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存在显著的现汇价差， 并主要通过人民

币跨境贸易结算和结售汇方式不同等途径冲击外汇储备。 基于汇差的套汇机制为：
（１）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在直接标价法下， 当人民币在岸汇率高于离岸汇率时，
内地进口商将选择以人民币进行结算支付， 而内地出口商倾向于以美元进行收款， 人

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中的进口业务额远大于出口业务额， 呈现明显的 “跛足” 化特征，
造成中国外汇储备积累速度明显加快。 （２） 境外购汇、 境内结汇行为。 当人民币在

岸汇率高于离岸汇率时， 套汇者为了赚取两地汇差进行投机交易， 在香港离岸人民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ｙｕａｎ ｉｎ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ＣＮＨ） 市场上用人民币购买美元， 再从在岸人民币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Ｙｕａｎ， ＣＮＹ） 市场上用美元购买人民币， 这也促进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攀升。

２ 基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套汇行为

此类套汇行为是基于人民币持续的升值或贬值预期， 并主要通过两地金融机构

和外贸企业的投机交易冲击外汇储备。 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交易逻辑为： （１） 境

内外贸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套汇行为。 在外贸企业结售汇方面， 出口企业提前结汇，
进口企业延迟购汇， 还有企业延迟将利润汇回境内或通过外汇贷款扩张人民币资

产。 在金融机构运营方面， 境内金融机构由于美元贷款大幅上升， 外汇供给呈现即

期空头、 远期多头状态， 故其将卖出远期外汇多头头寸以对冲风险； 境外金融机构

在境内的分支机构在经营中形成巨大的外汇现金流， 将在即期外汇市场上卖出外

汇、 买入人民币， 以赚取人民币升值收益。 上述交易均增加了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即

期供给量， 在强烈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下， 央行在外汇市场上抛出人民币同时买入外

币， 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节节攀升。 （２） 境外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套汇行为。 香港离

岸市场上人民币的投机交易增加， 表现为金融机构或企业在 ＣＮＨ 市场上借美元买

入人民币， 同时在远期抛出人民币买入美元， 以赚取人民币实际升值收益。 高涨的

人民币现汇需求促使离岸人民币升值， 而在岸外汇市场在央行干预下汇率基本稳

定， 人民币在岸与离岸汇差进一步增大， 促进了外汇储备规模进一步上升。

（三） 在岸与香港离岸市场之间的套利机制

套利行为产生的基础是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存在显著持续的利差。 自 ＣＮＨ 市场

建立以来， 香港离岸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和人民币债券的发行利率均显著低于相应

的在岸市场， 进而形成了套利空间。 此套利行为一般有三种渠道： （１） 银行内保

外贷。 内地企业将人民币存于境内银行， 并开具备付信用证， 然后利用此信用证对

其香港关联子公司付款， 香港子公司持有信用证便可以向香港的银行申请利率较低

的贷款。 如果申请美元贷款进行融资， 则香港关联企业可以将该笔贷款调回内地，
结汇成人民币存入内地银行， 开具信用证并循环上述操作， 结果造成中国外汇储备

剧增。 （２） 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人民币债券在香港的发行利率显著低于内地，
吸引了大量境内外中资机构到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 以这种融资方式获取的资金无

论以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外商直接投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ＤＩ） 或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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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形式回流内地， 都促进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 （３） 境外机构的内地人民币存款。
一般而言， 在岸人民币同期存款利率高于香港， 这就吸引投资者在香港申请美元贷

款， 并在 ＣＮＨ 市场将美元兑换为人民币， 然后将其存入内地银行。 若投资者同时

锁定人民币对美元远期汇率， 当存款到期时按照远期合约卖出人民币、 买入美元，
则投资者可以稳赚不赔地套取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存款利差， 获取额外收益。 据此，
ＣＮＨ 市场上人民币需求旺盛， 促使香港离岸人民币升值， 在岸与离岸汇差进一步

增大， 与前述理论分析一致， 这将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存量不断攀升。
综上所述， 在内地资本账户尚存在管制和央行对外汇市场的不断干预下， 一旦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存在显著的汇差、 利差或人民币具有持续的升值 （贬值） 预期，
套汇套利行为经由短期资本流动渠道就可以长期延续。 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

和发展速度加快的形势下， 上述投机性套利活动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影响不容小觑。

二、 计量模型与指标测算

（一）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构建

笔者采用 Ｐｒｉｍｉｃｅｒｉ （２００５）、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２０１１） 提出的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探究香

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时变影响以及不同时点的动态冲击效应，
将模型设定为：

ｙｔ ＝ Ｘ ｔ βｔ ＋ Ａ －１
ｔ ∑

ｔ
εｔ， ｔ ＝ ｓ ＋ １， …， Ｔ （１）

其中， ｙｔ ＝ （ｈｄｔ， ｅｘｓｔ， ｉｎｓｔ， ｅｅｔ， ｃｆｔ， ｒｅｔ） ¢， 各变量依次表示香港人民币离岸

市场发展程度 （ ｈｄｔ）、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 （ ｅｘｓｔ ）、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利差

（ ｉｎｓｔ）、 人民币汇率预期 （ｅｅｔ）、 短期资本流动 （ｃｆｔ） 和外汇储备规模 （ ｒｅｔ）。 Ｘ ｔ ＝
Ｉｋ （ｙ′ｔ－１， ｙ′ｔ－２， …， ｙ′ｔ－ｓ）， 矩阵 βｔ、 Ａｔ表示模型的时变系数， 结构冲击之间是

相互独立的， 即∑
ｔ
＝ｄｉａｇ （σ１ｔ， …， σｋｔ）， εｔ ～Ｎ （０， Ｉｋ）。

（二） 模型估计的冲击设定

（１） 设置提前 ３ 期、 提前 ６ 期和提前 １２ 期三种情形， 研究香港人民币离岸市

场发展、 在岸与离岸汇差和利差、 人民币汇率预期冲击对外汇储备的短、 中、 长期

时变效应。
（２） 根据标志性事件以及变量变动特征设置时点冲击， 刻画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

发展、 在岸与离岸汇差和利差、 人民币汇率预期对外汇储备的异质性动态冲击效应。

（三） 变量测算和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采用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的月度数据建模。 变量测

算和数据来源如下：
（１）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 （ｈｄｔ）。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 选取衡量香港离岸市

场发展程度的 １１ 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 构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指数。 分指标

为： 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总额 （Ｘ１）、 香港离岸人民币活期及储蓄存款总额 （Ｘ２）、 香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金融科学



－１３４　　 －

港离岸人民币定期存款总额 （Ｘ３）、 与跨境贸易结算有关的人民币汇款总额 （Ｘ４）、 香

港离岸人民币贷款总额 （Ｘ５）、 香港离岸市场经营人民币银行业务的认可机构数目

（Ｘ６）、 香港银行对海外银行人民币应付款项 （Ｘ７）、 香港银行对海外银行人民币应收款

项 （Ｘ８）、 由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托管及结算的人民币债务工具在第二市场的成交量

（Ｘ９）、 由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托管及结算的人民币债务工具未偿还总额 （Ｘ１０）、 中国

银行人民币离岸指数 （Ｘ１１）。 上述指标均来自香港金融管理局和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库。 大

部分指标均有月度数据， 少数季度指标利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９ ０ 软件二次插值方法转换为月度数

据。 主成分分析结果显示， 可以提取两个主成分， 以每个主成分贡献率占累计贡献率的

比例作为权重， 可得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 （ｈｄｔ） 的综合得分。①

（２）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 （ ｅｘｓｔ）。 以 ＣＮＹ 与 ＣＮＨ 即期汇率之差测度， 均

采用间接标价法， 数据来自 Ｒｅｕｔｅｒｓ 数据库。
（３）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利差 （ ｉｎｓｔ）。 采用一个月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加权

平均利率与香港人民币同业拆借利率之差测度， 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库。
（４） 人民币汇率预期 （ｅｅｔ）。 以 ＣＮＹ 即期汇率与 １２ 个月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

期外汇交易 （Ｎｏ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ａｂｌｅ Ｆｏｒｗａｒｄｓ， ＮＤＦ） 汇率与之差衡量， 数值为正表示升

值预期， 数值为负表示贬值预期， 数据来自于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库。
（５） 短期资本流动 （ｃｆｔ）。 借鉴张明 （２０１１ｂ） 的研究， 采用外汇占款减去贸

易差额再减去 ＦＤＩ 净流入测算。 其中， 外汇占款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贸易

顺差数据来自海关总署网站， ＦＤＩ 净流入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
（６） 外汇储备 （ ｒｅｔ）。 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对于以日度频率公布的数据， 采用 Ｅｖｉｅｗｓ ９ ０ 软件平均法将其转换成月度数

据。 所有数据均利用 ＣｅｎｓｕｓＸ－１３ 进行季节性调整。 表 １ 报告了各变量季节调整后

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ｈｄ ６９ ０ ０００ １ ７５８ －２ ５１２ ２ ６５６
ｅｘｓ ６９ －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６５ ０ ０３５
ｉｎｓ ６９ ０ ５７２ １ ７７８ －４ ８６８ ４ ０９２
ｅｅ ６９ －０ １２１ ０ ０７６ －０ ３２７ ０ ０２０
ｃｆ ６９ －４８７ ２１４ ６３２ ８６７ －２ ４８２ １７３ ４６８ ３５１
ｒｅ ６９ ３４ ５１９ ５４０ ３ １１９ ６３０ ３０ ０６０ ９３０ ３９ ７３０ １９０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②

为了避免伪回归现象， 采用 Ａｕ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ｃｋｅｙ－Ｆｕｌｌｅｒ （ＡＤＦ） 统计量对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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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篇幅， 检验结果从略， 如有需要， 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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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单位根检验， 并通过Ｊｏｈａｎｓｅｎ协整检验对变量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 发

现所有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过程， 且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均表明存在 ３ 个协整向

量， 故可以建立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进行分析。

（二） 参数估计结果分析

利用 ＯｘＭｅｔｒｉｃｓ６ 软件 ＭＣＭＣ 抽样 １０ ０００ 次对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进行估计， 根据

赤池信息量准则 （Ａｋａｉｋ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ＡＩＣ） 和施瓦兹信息准则 （Ｓｃｈｗａｒｚ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ＳＣ） 确定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 ２。 表 ２ 参数估计结果显示， ＣＤ 统计值均

小于 ５％显著水平对应的临界值 １ ９６， 故不能拒绝趋于后验分布的原假设， 表明预

烧期能够使马尔可夫链趋于平稳。 非有效性因子均比较小， 说明马尔可夫链

（Ｍａｒｋｏｖ Ｃｈａｉｎ 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ＭＣＭＣ） 抽样为所有参数产生了不相关的有效样本。

表 ２　 ＴＶＰ－ＶＡＲ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参数 均值 标准差 ９５％置信区间 ＣＤ 非有效性因子

ｓｂ１ ０ ０２３ １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１８ ６， ０ ０２８ ５］ ０ ２１８ ５ ２７
ｓｂ２ ０ ０２２ ９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１８ ３， ０ ０２９ ５］ ０ ０１１ １ ８２
ｓａ１ ０ １０７ ８ ０ ０４９ ０ ［０ ０５１ ３， ０ ２５３ ８］ ０ ００５ ２７ ７３
ｓａ２ ０ １０５ ９ ０ ０５１ ５ ［０ ０５０ ２， ０ ２１５ ８］ ０ ４００ １２ ５１
ｓｈ１ ０ ３５１ ２ ０ １３２ ５ ［０ １６６ １， ０ ６９５ ３］ ０ ０３８ ５８ ２８
ｓｈ２ ０ ３９０ ０ ０ １０１ ０ ［０ ２２２ ７， ０ ５９４ ５］ ０ ００３ ７４ ４５

注： ｓｂ１、 ｓｂ２、 ｓａ１、 ｓａ２、 ｓｈ１、 ｓｈ２ 分别表示后验分布前两个对角线元素的估计结果。

（三）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下文主要分析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 在岸与离岸汇差和利差、 人民币汇率

预期对外汇储备的动态冲击效应， 并证实短期资本流动的 “中介” 传导作用。
１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对外汇储备的动态冲击效应

由图 １ 可得，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提前 ３ 期冲击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

数为正值， 但提前 ６ 期和提前 １２ 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值为负。 表明香港人民币

离岸市场的发展在短期内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 但在中长期显著减少了外汇储备，
符合理论预期。 主要原因是， 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初期， “跛足” 的跨境贸

易人民币结算和套利交易的推动作用凸显， 故在短期内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 然

而， 随着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市场化的离岸人民币汇率、 利率将倒

逼在岸汇率、 利率市场化改革， 使得套汇套利行为明显减少， 其不再是影响中国外

汇储备的重要因素。 相反，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人民币在国际范围内的

使用规模和认可度普遍提升， 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职能得以发挥， 中国对外汇储

备的需求也相应减少。 因此，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在中长期有利于降低外汇

储备规模。 这和王信 （２０１１） 的观点相一致， 即认为 “跛足” 的跨境贸易结算仅

仅是人民币逐步迈向国际货币发展过程中的暂时现象， 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稳

步推进， “跛足” 现象逐渐消失， 结果未必造成外汇储备加速积累。
从提前期冲击的时变趋势来看，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香港人民币离岸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金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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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发展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值波动幅度较大， 而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该脉冲响应函数值比较平稳， 波动幅度明显减弱。 表明现阶段香港人民币离岸

市场发展对外汇储备的影响逐渐进入 “稳态期”。 这主要与后期 “跛足” 现象得以

改善有关。 据测算，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平均收付比由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的 １ ４４ 下降到了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的 １ ２０， 下降比例达 １７％①。 考虑到

中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在很大程度上由套汇投机交易驱动， 具有明显的逐利性和

不稳定性， 因此， 随着 “跛足” 现象的逐渐消失，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对外

汇储备的影响更加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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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提前期冲击 （ａ） 和时点冲击 （ｂ） 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

分别选择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设置香港人民币离岸市

场发展的时点冲击， 原因如下：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全面展开； ６ 月，
国务院批准深圳前海成为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创新试验区； ９ 月， 香港交易所正式推

出人民币货币期货合约。 在这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共同推动下，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香港

人民币离岸市场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中间价定

价方式， 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 但在 “８１１” 汇改后， 人民币出现强烈的

贬值预期， 导致套汇套利方向逆转， 离岸投资者竞相抛售人民币， 香港人民币离岸

市场的发展陷入衰退状态。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央行加强了对境内资金流出的监管， 人

民币单边贬值预期弱化， 离岸人民币业务和流动性逐渐恢复，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

出现稳中略升的发展态势。
时点冲击结果表明，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在当

期为正且达到峰值， 随后逐渐下降， 并在第 ２ 期由正转负至逐渐收敛。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时点冲击的负效应均在第 １９ 期达到峰值，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时点冲击的脉冲

响应函数值第 ７ 期达到最小。 其中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对外汇储备的冲击效应最为凸显， 表

明 “８１１” 汇改后人民币呈现持续的单边贬值， 致使套利方向发生逆转， 香港人民币

离岸市场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对中国外汇储备产生较为持久的冲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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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时点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值由正转负， 说明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

初期， 由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 “跛足” 现象的存在， 使其在短期内增加了外汇

储备。 然而， 随着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程度的提高， 人民币跨境流通路径日益

丰富， 跨境贸易结算对于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 “跛足”
现象引致的贸易项下人民币净流出可能被资本项下人民币净流入所抵消， 从而整体

上有助于降低外汇储备。
２ 离岸套汇套利交易对外汇储备的动态冲击效应

（１） 汇差冲击对外汇储备的动态冲击效应

根据图 ２， 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不同提前期冲击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

总体为正且走势较为一致， 表明在岸与离岸汇差扩大显著推动了外汇储备规模攀

升， 且短、 中、 长期影响相对稳定。 这与理论预期相符， 当在岸人民币汇率高于离

岸市场时，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 “跛足” 特征凸显， 同时境外购汇、 境内结汇

现象增加， 这都显著促进了中国外汇储备增加。 从提前期冲击的时变趋势来看，
２０１５ 年之前的脉冲响应函数波动频繁且波幅较大， ２０１５ 年之后则相对平稳。 这主

要是因为在香港离岸市场发展初期， 在岸与离岸汇差较大， 致使套汇投机交易活

跃， 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 “跛足” 现象较为突出， 从而显著冲击了中国外汇储

备。 但随着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以及在岸与离岸资本流动的适当监管，
这种现象得以缓解和改善， 香港离岸市场的发展对外汇储备的影响逐渐趋向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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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汇差提前期冲击 （ａ） 和时点冲击 （ｂ） 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

分别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设置汇差的冲击时点， 原因

在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央行宣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日内波幅由 １％扩大至 ２％， 人民币汇

率弹性区间扩大， 此后人民币汇率开始贬值、 双向波动特征明显， 人民币在岸与离

岸汇差逐渐收窄；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８１１” 汇改后， 人民币汇率呈现严重的单边贬值，
在岸与离岸汇差被反向拉大；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央行在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中

引入逆周期因子， 以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 自此人民币出现大幅升值，
在岸与离岸汇差不断扩大。

时点冲击结果显示， 汇差冲击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值始终为正， 进一步

《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 金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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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证了套取汇差的投机交易显著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时

点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先小幅上升并于第 ４ 期达到峰值，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时点冲击的脉冲

响应函数在小幅震荡后于第 １９ 期达到峰值， 随后均缓慢减弱趋于 ０。 这表明汇差对

外汇储备的冲击效应具有一定的延迟性， 影响程度呈先增强后减弱之势。 其中，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时点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值最大且持续期较长， 说明 “８１１” 汇改后， 人民币

在岸与离岸汇差大幅下跌， 汇差冲击对外汇储备产生了显著且持久的影响。
（２） 利差对外汇储备的动态冲击效应

由图 ３ 提前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可知， 利差冲击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值

为正。 根据利率平价理论， 在岸与离岸市场较高的利差必然引起套利资金的大规模

涌入， 增加了在岸外汇市场上的净外币供给， 使人民币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央行

为维持汇率基本稳定， 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大量的外币资本并抛出人民币， 促进了中

国外汇储备节节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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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利差提前期冲击 （ａ） 和时点冲击 （ｂ） 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

此外， 提前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呈现明显的非对称特征，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第一， 短期和中期脉冲响应函数值的波动幅度显著小于长期， 故央行和相关部

门应注重防范国际套利资金大规模流动在长期引致的外汇储备波动风险； 第二， 不

同提前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均呈现 “Ｍ” 型特征。 具体而言，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利差对外汇储备的促进作用日益增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正效应呈减弱态势。 这

主要与利差波动率变动特征高度一致。 据测算，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利差波动率平均值分别为 ９ ８７％、 ６ ９５％、 ２２ ６９％和 ５ ８３％， 呈现 “大－小－大－
小” 变动特征， 因此， 当利差波动率较大或者超过一定门限值时， 利差对外汇储

备的影响逐渐增大， 呈现非对称特征。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金融业发生 “钱荒”， 资金出现严重紧缺， 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

利率均大幅上升， 两地利差急剧扩大。 ２０１５ 年 “８１１” 汇改后， 香港离岸人民币资

金池萎缩， 离岸人民币利率大幅上涨， 以致在岸与离岸利差出现倒挂。 因此， 选取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设置利差时点冲击。 观察图 ３ 可以发现， 利差时点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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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均为正值， 从走势来看， 当期的脉冲响应函数值接近

０， 随后迅速上升再缓慢下降直至第 ４５ 期趋近于 ０， 表明在岸与离岸利差触发了内

地企业 “内保外贷”、 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套利行为， 显著促进了外汇储备规

模增加， 且呈现明显的延迟特征。 其中，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时点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值

较大， 体现了 “钱荒” 导致的人民币在岸与离岸利差扩大对外汇储备积累具有显

著影响。
（３） 人民币汇率预期冲击对外汇储备的动态冲击效应

观察图 ４ 发现， 汇率预期提前期和时点冲击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均为正

值， 表明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了外汇储备增加， 贬值预期减少了外汇储备。 从变动

趋势来看， 时变脉冲响应函数呈现 “Ｍ” 型特征。 事实上， 时变脉冲响应函数与汇

率贬值预期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 这是由于样本期内人民币基本位于贬值区间， 其

贬值预期变动趋势是导致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 据测算，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在美元指数上升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下， 人民币贬值预期愈加强烈， 平均变动率

为－０ ００８； 与此对应，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尤其是 “８１１” 汇改后， 人民

币贬值预期进一步恶化， 平均变动率为－０ ００２； 而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人民币贬值预期逐渐弱化， 平均变动率分别为 ０ ００９
和 ０ ００２， 均为正值。 因此， 人民币贬值预期越强， 对外汇储备的影响越大。 这也

体现了汇率预期对外汇储备的冲击效应具有明显的时变特征， 基于汇率预期的套汇

交易加剧了中国外汇储备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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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汇率预期提前期冲击 （ａ） 和时点冲击 （ｂ） 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中国人民银行将人民币汇率日波动区间由 ０ ５％扩大到 １％， 汇

率波动区间的扩大使得做多人民币、 套汇套利交易的风险增加， 引发平头寸行为，
最终致使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 ２０１５ 年 “８１１” 汇改后， 人民币呈现愈加强烈的单

边贬值预期。 因此， 选择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设置汇率预期的冲击时点。
时点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值当期达到峰值， 随后逐步减弱趋于 ０。 因此， 人民币贬

值预期降低了外汇储备规模， 符合理论预期， 也和现实情况相一致。 “８１１” 汇改

后， 人民币贬值的强烈预期压力下， 央行为了稳定汇率， 在即期外汇市场上大量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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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外汇， 造成外汇储备大幅跌落，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一度跌破 ３ 万亿美元关口。
３ 短期资本流动的传导机制分析

图 ５ 显示， 短期资本流动冲击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为正， 表明短期资本

流动方向和外汇储备变动方向一致。 不同提前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大小和变化趋

势基本一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快速上升， 在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达到峰值， 随后

逐渐下降， 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之后保持比较平稳的走势。 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短期资本流动对外汇储备变动的贡献度较高， 在此期间， 受短期资本流入的影响

中国外汇储备大幅攀升， 这一现象不容小觑。 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可能是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之前， 在岸与离岸市场之间存在较大的汇差和利差， 频繁的套汇套利交易促使短

期资本流动对外汇储备变动具有较高的贡献度。 而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以后， 人民币在岸

与离岸汇差、 利差明显收窄， 持续的套汇套利空间逐渐缩小， 市场主体作出适应性

调整， 结汇意愿减弱、 购汇动机增强， 导致短期资本流动对外汇储备的解释力降

低。 此外， “８１１” 汇改后， 央行通过限制内地金融机构为离岸人民币市场注入流

动性等方式加强了对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监管， 亦是短期资本流动对外汇储备影响

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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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短期资本流动提前期冲击 （ａ） 和时点冲击 （ｂ） 对外汇储备的脉冲响应函数

分别选取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作为短期资本流动的冲击时

点。 原因如下： 随着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大量新兴经济体出现资本

外逃， 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美联储加快了加息步伐， 中国短期套利资金和热钱流入明显

减少； ２０１５ 年 “８１１” 汇改后， 人民币汇率波动风险增大和持续的贬值预期致使短

期资本大规模外逃；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中国加强了对境内资金流出的监管， 此后， 人

民币单边贬值预期弱化， 跨境资本流动由净流出转为净流入。 三个不同时点冲击的

脉冲响应函数均为正值， 呈现先迅速上升后缓慢下降的态势，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时点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分别在第 ５ 期、 第 １９ 期和第 ５ 期达

到峰值， 并在第 ４５ 期趋近于 ０。 整体而言，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时点冲击分

别具有明显的 “短期滞后效应” 和 “长期滞后效应”。 这表明 ２０１４ 年 “热钱” 套

利资金流入的减少对外汇储备具有显著短期影响， ２０１５ 年 “８１１” 汇改后， 中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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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外逃形势严峻， 其对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冲击效应较为持久。 同时也体现了以短

期资本流动为 “桥梁” 和 “中介” 传导机制， 离岸套利活动对中国外汇储备具有

显著影响。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结论

由于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的 “跛足” 特征凸显， 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于短时期

内增加了中国外汇储备， 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和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职能的发挥， 香港离岸市场的发展对中国外汇储备的抑制作用在中长期逐步显现。 在

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不同提前期冲击对外汇储备的时变脉冲响应函数为正且基本稳

定， 三个不同时点冲击结果表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时点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值最大且持

续期较长， 说明 “８１１” 汇改后， 汇差冲击的滞后效应较为持久。 利差冲击对外汇储

备的脉冲响应函数呈现明显的非对称特征， 短期和中期脉冲响应函数值的波动幅度显

著小于长期， 且均呈现 “Ｍ” 型特征。 汇率预期提前期和时点冲击对外汇储备的脉冲

响应函数均为正值， 即人民币升值预期促进了外汇储备规模增加。 短期资本流动是汇

差、 利差和汇率预期冲击中国外汇储备的传导媒介。

（二） 启示

第一， 深化汇率、 利率市场化改革。 央行应减少对外汇市场和基准利率定价的

干预， 增强市场在汇率和利率形成中的基础性引导作用， 逐步缩小在岸与离岸人民

币汇差和利差， 降低套汇套利行为的可持续性， 防止投机性交易对在岸外汇市场造

成剧烈冲击。
第二， 严格监管短期资本流动， 建立并完善风险预警和风险防范机制。 建立严

密的监测系统， 全方位监控各种渠道的跨境资金流动， 动态监测国际投机资本在离

岸和在岸市场之间的流速和流量， 严厉打击基于虚假贸易和其他投机行为的短期资

本流动。
第三， 审慎推动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 健全人民币回流机制。 中国应鼓励

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产品创新， 增强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的信心和意愿， 积极拓

展离岸人民币资金的回流路径， 促进境内外人民币的流通形成良性循环， 谨防投机

性短期资本流动对中国外汇储备造成剧烈冲击。 中国应在审慎监管的基础上建设和

发展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 保证外汇储备的来源和质量， 保持外汇储备规模的适度

和稳定， 充分发挥其抵御金融风险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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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ｓ ＲＭＢ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ｏｎ ｔｈｅ Ｏｎｓｈｏｒ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Ｔｅｓ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ＶＰ－Ｖ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ＣＨＥＮＧ Ｌｉｙａｎ， ＬＩ Ｊｉｎｋａ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ｏｎｇ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ａｌｉａｎ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１１６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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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ｐｒｅａ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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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ｔｅ ｓｐｒｅａｄｓ 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ｓ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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