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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波动、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国际化

———国际经验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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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依据２１种世界主要货币在国际债券计价货币中的使用份额，将其分为已国际化货币、待国际化

货币和未国际化货币３类，利用面板模型考察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波动对货币国际化的综合影响。研究表

明，资本项目开放能够明显推动货币国际化进程，但在考虑汇率波动时，资本项目开放的促进效应有所弱化，

并且汇率波动越大，资本项目开放的边际效应越小。汇率波动对资本项目开放边际效应的影响在待国际化

货币中不显著，在未国际化货币中显著。因此，在人民币国际化初始阶段，适度控制汇率波动幅度有助于发

挥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促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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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逐步放开资本项目限制，金融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这不仅有助于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而且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２０１５年发布的《汇兑安
排与汇兑限制年报》，中国不可兑换项目有４项，占比１０％，主要集中于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集
体投资类证券、衍生工具的出售和发行；部分可兑换项目有２２项，占比５５％，主要集中于债券市场交
易、股票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等方面。由此可见，我国资本管制程度依然较高，离资

本项目的全面开放还有很大距离。但毋庸置疑的是，资本项目开放对人民币进一步发挥国际货币职

能、拓宽使用范围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国内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国际市场中的贸易金融领

域管制增强，贸然实施资本项目开放会对本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较大冲击，如果不能较好地应

对各种潜在风险，不仅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预期收益难以实现，甚至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

风险。因此，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综合考虑风险

因素，可以更为全面地考察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作用。基于此，本文将汇率波动因素纳入分

析框架，相对完整地分析资本项目开放对不同阶段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主要贡献在于：（１）比较了不
同货币国际化阶段资本项目开放的影响差异；（２）丰富了资本项目开放、汇率波动与货币国际化的相
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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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

（一）资本项目开放的相关研究综述

学术界对资本项目开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条件、经济效应和开放战略三个

方面。

首先，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收支结构的可维持性、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保证资本项目成功开放的重

要条件。在国内金融体系非稳健的情况下开放资本项目会带来负效应，一套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

冲国内外冲击（Ｅｓｗａ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１］。一旦资本项目开放并不断深入，中国的资本市场必定会成为国
际投机资本的主要目标，一个健康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能够更有效地应对资

本冲击，避免重蹈金融危机的覆辙（曲昭光，２００６［２］；邱崇明，２００６［３］；朱丰根，２０１３［４］）。拥有更健全的
经济政策和制度的国家在资本项目开放进程中不太可能经历危机（Ｇｌｉｃｋｅｔａｌ．，２００６）［５］。然而，是否
满足上述条件并不应该成为影响资本账户开放的主要因素（杨荣海和李亚波，２０１７）［６］。其次，学者们
认为资本项目开放的影响需要从正反两方面考虑。资本流动自由化会引发 ＧＤＰ高速增长、跨境资本
流动规模增加、资本市场收益率提高、通货膨胀率降低和银行资本充足率下降（ＳｅｄｉｋａｎｄＳｕｎ，
２０１２）［７］。而由于境外资本流入增加带来的经济金融风险，不仅会增加宏观审慎监管的困难，而且还
会提高金融机构之间的风险传染和整个市场的金融脆弱性（Ｏｂｓｔｆｅｌｄ，２０１２）［８］。中国若在２０２０年实
现资本项目开放，私人部门投资头寸将得到改善，外汇储备比重降低，并且在经济增速高于主要贸易

伙伴国的情况下，实现人民币汇率升值（Ｈｅ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９］。资本自由流动在影响东道国金融稳定的
同时，还会通过短期资本流动渠道加剧资产价格波动，从而进一步恶化该国的金融稳定状况，这要求

监管部门一定要重视由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问题（金雪军和钟意，２０１３［１０］；杨荣海，２０１４［１１］）。
因此，各国在制度和经济发展方面必须达到一定的门槛，才能期待从资本项目自由化中受益。资本项

目自由化的积极影响仅限于金融体系相对完善，会计准则良好，债权人法治和强制执法的国家（Ｂａｒｒｙ
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１２］。再次，资本项目开放策略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和盛松成
（２０１２）［１３］给出了子项目开放的次序和时间表。李巍和张志超（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１４～１５］通过分析，指出了股
市和债市的最优开放时点，并建议债市应先于股市实施开放。周宇（２０１２）［１６］则认为应该优先开放对
利率变动相对不敏感的项目。

（二）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国际化相关关系的研究综述

传统理论认为，一国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受货币惯性、经济实力、贸易规模、金融市场发展水平、

政治稳定程度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对于资本项目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关

系问题，学者们主要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

首先，部分学者认为资本项目开放是货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资本项目开放应先于货币国际化。

人民币要想走向国际金融舞台，必须先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施建

淮，２００７）［１７］。中国可以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大环境中逐步实现资本项目自由化，为人民币国际化
提供宽松环境（吴念鲁、杨海平和陈颖，２００９）［１８］。试图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有限制的同时推进人
民币国际化是不能做到两全其美的（谢平和邹传伟，２０１３）［１９］。如果不能实现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
国际化将是残缺的国际化，其流通范围会受限制（韩剑，２０１１［２０］；景学成，２０１２［２１］；王元龙，２０１３［２２］；张
岸元，２０１４［２３］）。如今，人民币国际化越来越受到来自资本项目管制方面的限制，资本项目开放也是
摆脱非国际货币债权国困境的必要条件（石巧荣和程华强，２０１２［２４］；陈炳才和田青，２０１３［２５］；张国兵和
安烨，２０１３［２６］）。其次，部分学者认为资本项目开放并不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货币国际化的推
进甚至可以先于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已在周边国家和地区流通，并且我国外汇资源充足，因此现阶

段可以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放松外汇和资本管制（李瑶，２００３）［２７］。国际上认为资本项目可兑
换是货币国际化的前提这一观点是错误的，人民币国际化主要以经济发展实力为基础，如果中国的海

外投资、贷款、贸易、结算活动规模增加，人民币会自然而然地走向国际（王元龙，２０１３）［２２］。人民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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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定价、计价结算功能在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前提下就能够实现。中国经济需要抓住新机遇，深

化金融市场改革，不必等到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完全成熟再去开放资本账户，从而错失经济发展的好

时机（杨荣海和李亚波，２０１７）［６］。再次，部分学者认为货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相辅相成，不存在
前后顺序问题。资本项目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是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同时推进，形成一个互动过程

（赵海宽，２００３［２８］；高海红，２０１０［２９］；周小川，２０１２［３０］）。１９９６年１２月，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
兑换之后，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已经成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一路相伴的主要内容（孙鲁军，

２０１１）［３１］。从本质上讲，人民币跨境资本流动和资本项目开放是可以替代的两个改革，单方面推动人
民币跨境资本流动有可能导致资本项目管制失效（马骏，２０１２）［３２］。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货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开放相互关系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大都认

为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离不开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然而现有研究中，围绕资本项目开放、货币国际化

与汇率波动的研究并不丰富。王劲松、巴曙松和杨现领（２０１１）［３３］指出，人民币汇率波动会通过贸易
渠道、金融业发展资产价格渠道影响人民币发挥国际货币职能，威胁货币发行国的金融安全。伊藤隆

敏和徐奇渊（２０１２）［３４］以及徐建炜和黄懿杰（２０１４）［３５］认为，资本账户开放初期的汇率低估会对长期
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建议资本账户开放进程要谨慎，最佳选择是在实现汇率自由化之后进行。赵

胜民等（２０１３）［３６］指出，为了避免金融市场化带来的二次冲击，现阶段中国应当率先加快利率市场化
步伐，而后再开展汇率制度改革。张春生和蒋海（２０１６）［３７］指出，国内研究大多集中在资本项目开放
进展缓慢，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由人民币国际化超前导致的资本项目过度开放等问题常常被忽

视。何平等（２０１７）［３８］从货币职能角度出发，实证说明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币值稳定性对国际
债券计价货币的影响更加重要。因此本文认为，在研究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国际化的相关关系时，有

必要考虑汇率波动的潜在影响。

三、样本选择、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一）样本选择

为了验证将汇率波动纳入分析框架之后，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是否会发生变化，以

及上述影响在不同货币国际化阶段的表现是否存在差异，选取在国际债券计价中使用份额较高的２１
种货币，参照白晓燕和邓明明（２０１６）［３９］的分类方法，将其分为已国际化货币、待国际化货币和未国际
化货币３类（见表１），分别代表货币国际化的最终阶段、中期阶段和初始阶段，然后利用上述货币发
行国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表１ 货币分组

已国际化货币 待国际化货币 未国际化货币

美元 澳元 阿根廷比索

欧元 加元 巴西雷亚尔

日元 挪威克朗 波兰兹罗提

英镑 瑞典克朗 俄罗斯卢布

瑞士法郎 新加坡元 捷克克朗

新西兰元 墨西哥比索

南非兰特

泰铢

印度卢布

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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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模型设定

Ｃｈｉｎｎ和Ｆｒａｎｋｅｌ（２００８）认为，产出和贸易规模、币值稳定、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网络外部性４个方面
决定着货币的国际地位，之后的学者大都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职能的货币国际化水平代理变量分别添加

其他影响因素。本文借鉴这一思路，将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波动率纳入分析框架，设置以下基准模型：

Ｓｈａｒｅｉｔ＝αｉ＋β１Ｓｈａｒｅｉｔ（－１）＋β２ＧＤＰｉｔ＋β３Ｅｘｐｏｒｔｉｔ＋β４ＦＭｉｔ＋β５ＮＩｉｔ＋β６Ｇｏｖｉｔ＋β７Ｖｏｌｉｔ＋
β８Ｋａｏｐｅｎ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ｔ和ｉ分别表示年份和货币种类，αｉ为截距项，εｉｔ为残差项，Ｓｈａｒｅｉｔ为货币国际化水平，
Ｓｈａｒｅｉｔ（－１）为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代表货币惯性，ＧＤＰｉｔ为经济实力，Ｅｘｐｏｒｔｉｔ为贸易规模，ＦＭｉｔ为国
内金融市场发展水平，Ｋａｏｐｅｎｉｔ为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Ｖｏｌｉｔ为汇率波动率，ＮＩｉｔ和 Ｇｏｖｉｔ分别为一国
名义利率和政府治理水平。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直接影响由 Ｋａｏｐｅｎｉｔ前的系数大小和正负
决定。

借鉴李丽玲和王曦（２０１６）［４０］的研究，通过加入Ｖｏｌｉｔ与Ｋａｏｐｅｎｉｔ的交互项对基准模型进行拓展，研
究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边际效应是否会受到汇率波动的影响。扩展模型设置如下：

Ｓｈａｒｅｉｔ＝αｉ＋β１Ｓｈａｒｅｉｔ（－１）＋β２ＧＤＰｉｔ＋β３Ｅｘｐｏｒｔｉｔ＋β４ＦＭｉｔ＋β５ＮＩｉｔ＋β６Ｇｏｖｉｔ＋β７Ｖｏｌｉｔ＋
β８Ｋａｏｐｅｎｉｔ＋θ１Ｖｏｌｉｔ×Ｋａｏｐｅｎｉｔ＋εｉｔ （２）

此时，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综合效应为：

Ｓｈａｒｅ／Ｋａｏｐｅｎ＝β８＋θ１Ｖｏｌ （３）
汇率波动的潜在影响方向由θ１决定，当系数θ１显著为负时，说明汇率波动越大，资本项目开放对

货币国际化的边际效应越小，在汇率波动与资本项目开放的双重作用下，货币国际化进程会放缓；反

之，则说明汇率波动增强了资本项目开放的边际效应。

（三）变量说明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货币国际化程度用 Ｓｈａｒｅｉｔ表示，代表以某一货币标价的国际债券价值与全球
国际债券存量价值的比值，这一指标不仅数据连续，覆盖面广，而且还能够从投资角度反映货币价值

贮藏职能。核心解释变量为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和汇率波动率。其中，资本项目开放程度为 Ｃｈｉｎｎ和
Ｉｔｏ设计的Ｋａｏｐｅｎ指标，取值范围为０～１，取值越大，意味着资本项目开放程度越大。一般意义上，资
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高会拓宽一国货币的使用范围，提高外国居民对该货币的接受程度，从而促进该

国的货币国际化进程。汇率波动率能够体现一国货币的对外稳定性，币值稳定能够增强货币发行国

的整体信用，有助于推动货币国际化。但是由汇率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会对资本项目开放效应造成

影响，间接阻碍货币国际化的实现。

模型的控制变量为其他可能影响货币国际化水平的因素。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选择经济实

力、贸易规模、金融市场发展、国内名义利率和货币发行国政府治理５个变量为控制变量。一国经
济实力的提高和对外贸易份额的扩大，有利于本国货币更好地发挥国际货币职能。金融市场的深

度和广度决定着一国能否为货币自由流通提供良好场所。政府治理水平代表着货币发行国的整体

信用。这些都是货币国际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此外，本文的政府治理水平指标从公民

言论和政治人权、政治稳定性、管理有效性、管理水平、司法有效性和贪污控制６个方面对政府治理
状况进行了测度，能够较为全面地衡量政府治理水平。基于利率与债券的相关关系，引入名义利率

变量，考察一国国内名义利率是否会对发行国际债券的计价货币选择产生影响。以上９个变量的
具体信息见表２。

表２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变量 符号 含义 数据来源

货币国际化 Ｓｈａｒｅ 某一货币标价的国际债券价值与全球国际债券存量价值的比值 ＢＩＳ

货币惯性 Ｓｈａｒｅ（－１） 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 ＢＩＳ

·１５·

　沈悦，杨丹丹：汇率波动、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国际化———国际经验与启示



经济实力 ＧＤＰ 一国ＧＤＰ占全球ＧＤＰ比重 世界银行

贸易规模 Ｅｘｐｏｒｔ 一国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比重 世界银行

金融市场发展 ＦＭ 一国股票市值占本国ＧＤＰ比重 世界银行

汇率波动 Ｖｏｌ 一国货币名义汇率对数差分后的３年标准差 ＩＭＦ

名义利率 ＮＩ 一国国内贷款利率 世界银行

政府治理水平 Ｇｏｖ 一国政府公共服务质量、政策制定独立性及承诺可信度等 世界银行

资本项目开放 Ｋａｏｐｅｎ 一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 Ｃｈｉｎｎ－ＩｔｏＩｎｄｅｘ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

表３为模型（１）的全样本ＧＭＭ回归结果。由表３可以看出，经济实力和贸易规模的影响系数在
１％的水平上正显著，这二者是货币国际化进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的影响系数在
５％的水平上负显著，与传统理论分析相悖，或许是因为本文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代理变量为一国股
票市值占ＧＤＰ的比重，而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一国货币计价国际债券占全球国际债券存量的比重，
股票与债券作为直接融资工具存在一定替代性。如果一国政府和企业能够在国内资本市场完成筹

资，那么在国际市场上发行债券的意愿就不会很强烈，从而使得国际债券整体发行规模降低，影响以

某一货币计价的国际债券比重。汇率波动系数在５％的水平上正显著，也与传统理论不符，通常意义
上，币值稳定能够提高货币使用者的信心，但是币值波动会带来潜在的套利空间，币值越不稳定的货

币，各国政府和跨国金融机构以其作为标价货币发行国际债券的动机也会越强，投资者也更愿意选择

波动性大的货币作为国际债券计价货币，以期在融资时规避汇率风险，降低发行成本。资本项目开放

系数在１％的水平上正显著，说明其对货币国际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当产业结构、收入水平和消
费方式随着经济发展而发生改变时，个人和企业会寻求更为全面的金融服务，意味着以往的投融资渠

道需要拓宽，对外投资规模也需要增加，这就需要通过资本项目开放扩大本币的使用范围，从而促进

本币国际化的实现。汇率波动与资本项目开放交互项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上负显著，说明汇率波动幅
度越大，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正向边际效应越小。伴随着资本项目开放的不断深入，跨境资

本流动规模会逐渐增加，流动速度也会逐渐加快，但超越汇率制度市场化进程的资本项目开放是不可

持续的，这不仅会使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预期收益难以实现，反而还会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

场造成严重影响。

表３ 全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１） （２）

Ｓｈａｒｅ（－１）
００６９２
（０４６）

００７２９
（０４８）

ＧＤＰ
００１１

（５６２）
０１１０

（５６）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０５２

（５５１）
０００５２

（５５１）

ＦＭ
－００００１

（－１８９）
－００００１

（－１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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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ａｏｐｅｎ
００４３２

（３４４）
００４１４

（３１５）

ＮＩ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６）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６）

Ｖｏｌ
０１９３３

（２３６）
０１９８８

（２４）

Ｖｏｌ×Ｋａｏｐｅｎ
－０３８４８

（－２０６）

Ｇｏｖ
０００１

（１８３）
０００１２

（１８７）

＿ｃｏｎｓ
－００４３８

（－３９１）
－００４４９

（－３５１）

Ｒ２ ０８６５４ ０８６８１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二）分样本回归结果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分析资本项目开放和汇率波动对货币国际化的综合影响，为顺利实现人

民币国际化提出有效建议。因此，将已经实现国际化的货币作为研究对象意义不大，在分样本检验

中，只对待国际化货币和未国际化货币进行分析。通过观察货币分组数据结构不难看出，待国际化货

币和未国际化货币的面板数据为大Ｔ小Ｎ的长面板，并且分样本的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检验结
果显示，存在强烈的组间异方差和组内自相关。因此使用 ＦＧＬＳ方法对分样本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
表４。

表４ 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４）

Ｓｈａｒｅ（－１）
０５３１０

（５７３）
０５６８３

（５９９）
０９６７９

（３３１４）
０９７１１

（３５７４）

ＧＤＰ
０００１８

（２８４）
０００１６

（２５６）
００００５

（１９４）
００００１

（２２８）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００３

（２４５）
００００２

（２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２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５５）

ＦＭ
－００００１
（－１５３）

－００００１
（－１５８）

－００００１

（－４５３）
－００００１

（－４３７）

Ｋａｏｐｅｎ
０００９１

（－２６）
０００９５

（－２１６）
００４３２

（３００）
００４１４

（２０８）

ＮＩ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６）

－００００１
（－１２２）

００００２
（０９６）

００００１
（０６９）

Ｖｏｌ
－００４４３
（－１００）

－００５７８
（－０８７）

００００５

（３９７）
００００５

（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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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Ｋａｏｐｅｎ
００５３１
（０８１）

－０００１５

（－２５３）

Ｇｏｖ
０００１２

（１９９）
０００１４

（１９７）
０００１

（３９０）
００００１

（９１１）

＿ｃｏｎｓ
－０００９９

（２７０）
００１０４

（２２７）
－００００１
（－１４７）

－００００１

（－２５５）

Ｒ２ ０８３４２ ０８３５６ ０８７４３ ０８２４３

组间异方差
１９６２９７
（００００）

４８２１７１
（００００）

组内自相关
４４６８
（００８８）

６３５１９
（００００）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表４第（１）列和第（２）列为待国际化货币样本的回归结果，第（３）列和第（４）列为未国际化货
币样本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相同，未国际化货币样本的实证检验显示，汇率波动与资本

项目开放交互项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上负显著，即汇率波动越大，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推
动作用越小。而在待国际化货币的样本回归中，汇率波动与资本项目开放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说

明当货币国际化得到进一步发展时，汇率波动对资本项目开放的边际影响会减弱，货币发行国在此

阶段推行资本项目开放，会对货币国际化进程有更大的推动作用。并且在该样本回归中，金融市场

发展水平和汇率波动的系数均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在货币国际化中期，由于金融市场改革造成的

货币价值震荡，使上述变量与货币国际化脱节。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协调推进汇

率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在人民币国际化初始阶段，不应该忽视汇率波动可能对资本项目开

放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的金融改革尚未完成，没有能力平抑各种市场波动的冲击，在面对资本项

目开放时，有必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汇率制度与之相适应，因此当前应优先考虑推行汇率市场化

改革。

全样本和分样本的实证检验均显示，国内名义利率系数不显著。通常意义上，一国利率水平或

风险溢价会影响以该国货币计价的国际债券的发行成本和偿还成本，然而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由

于国内外利率市场联动性不强，一国国内名义利率的变化不能及时传递到离岸市场，使得国内利率

与货币国际化进程脱节。政府治理水平系数在全样本和分样本的回归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

明一国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政策制定与实施质量和承诺可信度的高低，代表着监管部门能否

较好地防范金融风险，减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资本项目开放会给汇率市场化和利率市场化已经

完成的国家带来更大冲击，一旦监管部门不能够建立起有效的应对机制，国内经济会受到一系列负

面影响。一套高效的金融风险预警体系和高效适度的宏观审慎监管措施，可以保障货币国际化的

顺利开展。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上述结论的科学性，对上述全样本和分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用一单位 ＳＤＲ代表的
货币价值代替基础回归中的汇率波动变量，表５第（１）列和第（２）列为全样本回归结果，第（３）列和
第（４）列为待国际化货币样本回归结果，第（５）列和第（６）列为未国际化货币样本回归结果，其中
核心变量的显著性与正负号未发生变化，稳健性回归结果与基础回归基本一致。这就再一次证明

了在考虑汇率波动因素时，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会随着货币国际化的不同阶段发生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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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稳健性检验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Ｓｈａｒｅ（－１）
００５１８
（０３３）

００５６７
（０３６）

０５６２２

（６３１）
０５４９２

（５８６）
０９７０３

（３４０２）
０９７２４

（３６４５）

ＧＤＰ
００１１２

（５５５）
００１１１

（５５４）
０００１７

（２６８）
０００１７

（２６３）
００００５

（１８１）
００００１

（２３２）

Ｅｘｐｏｒｔ
０００５２

（５４５）
０００５２

（５４５）
－００００３

（－２６２）
－００００２

（－２７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５５）

ＦＭ
－００００１

（－２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２１３）
－００００１

（－１８４）
－００００１

（－１６８）
－００００１

（－４２５）
－００００１

（－４１４）

Ｋａｏｐｅｎ
００４０９

（３２１）
００３８８

（２９１）
０００８９

（２５５）
００１０７

（２５５）
００００１

（３３４）
００００１

（２５９）

ＮＩ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１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１６１）

－００００１
（－１６１）

００００１

（２５０）
００００１

（２５０）

Ｖｏｌ
０１６１６

（２２３）
０１６９９

（２３０）
－００５４２
（－１３８）

－００７８４
（－１４６）

００００４

（３９８）
００００５

（３４２）

Ｖｏｌ×Ｋａｏｐｅｎ
－０２８２５

（－１６８）
００７２７
（１３７）

－０００１６

（－３２９）

Ｇｏｖ
００００９

（１６５）
００００８
（１５１）

０００１０

（１９４）
００００６
（０７５）

０００１

（５２０）
００００１

（３６８）

＿ｃｏｎｓ
－００４３３

（－３８７）
－００４３９

（－３４４）
－０００９７

（２６８）
００１１８

（２６８）
－００００１

（－１６９）
－００００１

（－２７４）

Ｒ２ ０８６４４ ０８７６８ ０８５４９ ０８３２３ ０８６５７ ０８６７９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和 １％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及建议

依据２１种世界主要货币在国际债券计价货币中的使用份额，将其分为已国际化货币、待国际化
货币和未国际化货币３类，利用面板模型考察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波动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综合
作用，发现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在考虑汇率波动时，资本项目开放的

促进效应有所弱化，并且汇率波动越大，资本项目开放的边际效应越小。汇率波动对资本项目开放边

际效应的影响在待国际化货币中不显著，在未国际化货币中显著。据此，本文的建议是：

第一，我国在实现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要保持清醒认识，全面而理性地看待资本项目开放带来的

收益。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贸然实施资本项目开放会对本国的宏观经

济和金融市场产生较大冲击，综合风险因素可以更好地考察资本项目开放的作用。如果不能较好地

应对各种潜在风险，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将大打折扣，因此，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不能盲目开放。

第二，正确认识人民币国际化所处阶段是制定政策的前提。我国应该协调汇率市场化改革与资

本项目开放的先后次序，在人民币国际化初始阶段，适当控制汇率波动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资本项目开

放对货币国际化的促进作用。新兴市场国家推行资本项目开放的风险不容忽视，我国虽然经济规模

巨大，外汇储备充足，但是金融市场尚不成熟。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超越汇率制度市场化进

程的资本项目开放不仅难以推动货币国际化，而且还会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严重影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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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率先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然后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以避免削弱资本项目开放对货币国际化

的推动作用，造成二次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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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ＭＢ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ｌｙｃｏｎｔｒｏｌｔｈ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ｉｓ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ｏｎ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Ｒａｔｅ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ｃｃｏｕｎｔＯｐｅｎｎｅｓｓ；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７５·

　沈悦，杨丹丹：汇率波动、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国际化———国际经验与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