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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概要 

 

2014 年，人民币国际使用继续较快发展，人民币跨境收支

占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上升至 23.6%，离岸人民币市场进一步

拓展，人民币国际合作不断深化。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统计，2014 年 12 月，人民币成为全球第 2 大贸易融

资货币、第 5大支付货币、第 6大外汇交易货币。 

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资中的使用规模稳步上升。2014

年，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 6.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1.6%。

对外直接投资（ODI）人民币结算金额 1865.6 亿元，同比增长

117.9%；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金额 8620.2 亿元，

同比增长 92.4%。人民币开始成为中国政府部门涉外经济统计、

核算、管理中的计价货币。 

人民币国际使用逐步扩大。截至 2014 年末，中国境内（不

含港澳台地区，下同）银行的非居民人民币存款余额为 22830 亿

元，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约 19867 亿元，人民币国际债

券未偿余额 5351.1 亿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5 年 4月末，

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持有人民币资产余额约 6667 亿元。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明显进展。2014 年，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顺利推出，境外机构在境内发

行人民币债券更加便利，资本项目外汇管理进一步简化。中国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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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并不遥远。 

人民币国际合作成效显著。截至 2015 年 5 月末，人民银行

与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

协议，协议总规模约 3.1 万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的实质性

动用明显增加；在 1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覆

盖东南亚、西欧、中东、北美、南美和大洋洲等地，支持人民币

成为区域计价结算货币。 

展望 2015 年，国内外环境整体有利于人民币国际使用。中

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实施将激发更多

市场需求，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的

范围和规模有望继续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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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人民币国际使用概况 

一、人民币在跨境贸易中的使用 

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规模保持较快增长。2014 年，经常项

目人民币结算金额 6.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41.6%。其中：货物

贸易人民币结算金额 5.9 万亿元
1

图 1 月度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 

，同比增长 42.6%，占同期货

物贸易本外币跨境结算金额的比重接近 20%；服务贸易及其他经

常项目结算金额 6565 亿元，同比增长 31.3%。全年经常项目人

民币实收 2.73 万亿元，实付 3.83 万亿元，净流出 1.1 万亿元，

收付比为 1：1.4。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1.自 2014年 8月份开始，无货物报关的转口贸易，由服务贸易调整到货物贸易

统计，货物贸易金额扩大，服务贸易金额相应减少，历史数据一并调整，如无特

别说明，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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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年度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金额 

单位：亿元 

 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及其他 合  计 

2009 年 32 4 36 

2010 年 4380 683 5063 

2011 年 15606 5202 20808 

2012 年 20617 8764 29381 

2013 年 30189 16109 46298 

2014 年 2 58974  6565 65539 

累计 129798 37327 16712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图 2  经常项目人民币实际收付比例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2.2009-2013年无货物报关的转口贸易纳入服务贸易统计，2014年调整到货物贸

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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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截至 2014 年末，与我国发生跨

境人民币收付的国家达 189 个（不含港澳台等境外地区）。2014

年，与香港地区的跨境人民币收付量占比为 52.7%，同比下降 4.4

个百分点。与新加坡、中国台湾、日本、德国、英国等的跨境人

民币收付量占比较 2013 年同期均有所上升。 

图 3  人民币跨境收付量国别（地区）分布情况 

 

香港

新加坡

中国台湾

日本

德国

英国

美国

韩国

澳大利亚

英属维尔京群岛

澳门

越南

卢森堡

法国

其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境内各地区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结算金额较快增长。2014

年，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结算地区前 3名是广东省、上海市和浙

江省，占比分别为 26.7%、15.5%和 11.4%；全国共有 9个地区经

常项目人民币跨境结算金额超过 1000 亿元；8 个边境省（自治

区）的结算金额合计约 4006.6 亿元，占比为 6.1%。 

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购售业务呈现净买入态势。2014 年，

境内代理银行共办理跨境人民币购售业务 1925 亿元，其中自境

外参加行买入人民币 1022.8 亿元，向境外参加行售出人民币

902.2 亿元，净买入人民币 120.6 亿元。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共办

理人民币购售业务 609 亿元，其中自境外参加行买入人民币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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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向境外参加行售出人民币 315 亿元，净售出人民币 21 亿

元。 

表 2  2014 年分地区经常项目人民币结算情况 

单位：亿元 

地区 
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及其他

经常项目 
合计 占比 

出口 进口 

广东 7368.0 8704.4 1448.9 17521.3 26.7% 
上海 3202.3 5065.3 1881.7 10149.3 15.5% 
浙江 3795.3 3453.0 190.2 7438.6 11.4% 
北京 885.8 4534.7 1314.4 6734.9 10.3% 
山东 1577.8 3904.8 188.5 5671.1 8.6% 
江苏 1871.0 1818.4 451.6 4141.0 6.3% 
天津 664.9 899.1 230.9 1794.9 2.7% 
广西 890.0 531.3 14.1 1435.4 2.2% 
福建 614.6 617.1 77.3 1309.0 2.0% 

其他地区 4300.6 4274.8 767.7 9343.2 14.3% 
合计 25170.5 33803 6565.2 65538.7 100%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二、人民币在跨境直接投资中的使用 

对外直接投资（ODI）。2014年，ODI人民币结算金额为1865.6

亿元，同比增长 117.9%。截至 2014 年末，ODI 人民币结算金额

累计 3320.5 亿元。 

图 4  月度对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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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来华直接投资（FDI）。2014 年，FDI 人民币结算金额为

8620.2 亿元，同比增长 92.4%。截至 2014 年末，FDI 人民币结

算金额累计 16886.5 亿元。 

图 5  月度外商来华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表 3  年度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金额 

单位：亿元 

 对外直接投资 外商来华直接投资 合  计 

2011 年 159 907 1066 

2012 年 262 2544 2806 

2013 年 1034 4816 5850 

2014 年 1866 8620 10486 

累计 3321 16887 20208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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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政策框架 

2009 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逐步取消人民币用于跨境交易计价结

算的限制，基本建立了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政策框架，有力地促进了贸易投资便利

化。 

（一）经常项目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 

2009 年 7 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从上海市和广东省四城市（广州、深

圳、珠海、东莞）起步。经 2010 年 6 月和 2011 年 8 月两次扩大试点，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业务范围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其他

经常项目，境外地域范围没有限制。2012 年 6 月起，境内所有从事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的企业均可选择以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2013 年 7 月，经

常项目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办理流程进一步简化，相关业务办理效率切实提高。

2013 年 12 月，人民币购售业务由额度管理调整为宏观审慎管理，有力地支持了货

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2014 年 3 月，人民银行会同相关部委下放了出口货

物贸易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审核权限，简化了管理流程。2014 年 6 月，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个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支

付机构合作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2014 年 11 月，跨国企业集团开展经常项目

跨境人民币集中收付业务。 

（二）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 

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2011 年 1 月，境内机构可以使用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

投资。2011 年 10 月，境外投资者可以使用人民币到境内开展直接投资。2013 年 9

月，境外投资者可以使用人民币在境内设立、并购和参股金融机构。2014 年 6 月，

直接投资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办理流程进一步简化。2014 年 11 月，符合一定条件

的跨国企业集团可以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 

人民币跨境融资。2011 年 10 月，境内银行可以开展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业务。

2013 年 7 月，境内银行可以开展跨境人民币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境内非

金融机构可以开展人民币境外放款业务和对外提供人民币担保，放宽境内代理行

对境外参加行的人民币账户融资期限和限额。2014 年 9 月，明确境外非金融企业

在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的跨境人民币结算政策。 

人民币证券投资。2010 年 8 月，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境外人民币清算

行和境外参加行等境外机构可以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2011 年 12 月，出台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制度，符合一定条件的境内基金管理公司和证

券公司的香港子公司可以运用其在香港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在经批准的投资额度内

开展境内证券投资业务。2013 年 3 月，人民银行、证监会、外汇局修订 RQFII 试

点办法，扩大试点机构范围，放宽投资比例限制。2014 年 11 月，出台人民币合格

境内机构投资者（RQDII）制度，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可以运用来自境内的人民

币资金投资境外金融市场的人民币计价产品。同月，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正式启动，两地投资者可以买卖在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2015 年 5 月，已

获准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和境外参加行可以开展债券回购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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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5 年 4 月末，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

当局在境内外持有债券、股票和存款等人民币资产余额约 6667

亿元。 

专栏二：双边本币互换 

2014 年，双边本币互换工作成效显著。人民银行先后与瑞士、斯里兰卡、俄

罗斯、卡塔尔、加拿大等 5 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新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额为

5450 亿元人民币；与新西兰、阿根廷、蒙古、韩国、香港、哈萨克斯坦、泰国、

巴基斯坦等 8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

额为 9570 亿元人民币。截至 2015 年 5 月末，人民银行与 32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

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总规模约 3.1 万亿元人民币。 

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实质性动用明显增加。2014 年，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

局发起本币互换交易金额共计 1.1 万亿元人民币，动用人民币金额共计 380 亿元。

截至 2014 年末，境外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发起本币互换交易金额约 2.3 万亿元人

民币，动用人民币金额共计 807 亿元；人民银行发起本币互换交易折合人民币共

计 41 亿元，动用对方货币折合人民币共计 15.8 亿元。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积极

动用标志着央行间务实合作迈上新台阶。 

 四、人民币国际债券 

  2014 年中国债券市场共发行人民币债券 11 万亿元，同比增

长 22.3%；截至 2014 年末，债券托管
3

                                                        
3.包含央行票据托管量。 

余额 35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8%；全市场共成交结算 3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6%，其中，

现券交易 43.2 万亿元，交易活跃度稳步回升。截至 2015 年 4月

末，共有 232 家境外机构获准进入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债

券托管余额为 6346.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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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品种分布情况 

国债

地方政府债

国开行金融债券

政策性银行债

普通金融债

次级债

混合资本债

资本工具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企业债券

央行票据

政府支持机构债

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同业存单

其他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按照国际清算银行（BIS）狭义口径 4

五、非居民持有人民币资产 

，截至 2014 年末，以

人民币标价的国际债券余额 5351.18 亿元，其中境外机构在离岸

市场上发行的人民币债券余额 5304.8 亿元，在中国境内发行的

人民币债券（熊猫债）余额 46.3 亿元。 

截至 2015 年 4 月末，非居民（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

人民币金融资产 44065 亿元，其中：境外机构持有的股票市值和

债券托管余额分别为 6444 亿元和 7352 亿元；境外机构对境内机

构的贷款余额 8739 亿元；非居民在境内银行的人民币存款余额

21530 亿元，包括境外参加行同业往来账户存款、境外机构和境

外个人存款。 

                                                        
4.BIS对国际债券有狭义和广义两个统计口径。按照这一口径，狭义的人民币国

际债券是指境外机构在境内外发行的以人民币标价的债券；广义的人民币国际债

券是指发行人在本国或本地区之外发行的以人民币标价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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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非居民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13.12 2014.03 2014.06 2014.09 2014.12 2015.03 2015.04

股票 3448 3193 3642 4625 5555 6011 6444
债券 3990 5123 5593 6341 6716 7128 7352
贷款 5310 7468 8938 8605 8190 8769 8739
存款 16049 19840 20451 22372 23722 20248 21530
合计 28797 35625 38625 41943 44183 42156 44065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

间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人民银行整理。 

 

图 7  RQFII 国家和地区额度构成情况（截至 2015 年 5 月末）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14 年末，港澳台地区和新加坡、卢

森堡等主要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余额约 19867 亿元（不含存款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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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人民币外汇交易 

2014 年，中国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含银行间市场和银行

代客市场）日均交易量 550 亿美元。全年银行间市场人民币外汇

即期成交折合 4.12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2%；人民币外汇掉期

交易成交折合 4.49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32.1%；人民币外汇远

期市场成交折合 529 亿美元，同比增长 63.5%。 

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香港、新加坡、伦敦等主要离岸市

场人民币外汇交易量日均超过 2300 亿美元。 

专栏三：人民币清算安排 

2014 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与英国、德国、韩国、法国、卢森堡、卡塔尔、

加拿大、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泰国和智利等 11 个国家的中央银行签署了关于在

当地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约定双方将充分协商和相互合作，做好

相关业务监督管理、信息交换、持续评估及政策完善工作。随后，人民银行在上

述国家确定一家中资银行作为当地人民币清算行。 

 截至 2015 年 5 月末，人民银行共在 15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

覆盖东南亚、西欧、中东、北美、南美和大洋洲等。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建立，有

利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进一步促进贸

易投资便利化。 

    人民币清算安排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境外人民币清算行接入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港澳人民币清算行在人

民银行分支机构开立人民币清算账户，直接接入境内大额支付系统。二是其他境

外人民币清算行选择在其总行（母行）或其总行（母行）指定的中国境内分行开

立人民币清算账户，通过开户行间接接入境内大额支付系统。 

（二）人民币流动性支持政策。一是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可按规定为境外参加行

提供货物贸易结算项下的人民币购售服务，相应的人民币头寸可在银行间外汇市

场平盘。二是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可以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拆入和拆出

资金实行余额和期限管理。三是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后，

可在投资额度内开展债券回购交易。四是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可从其总行（母行）

或其总行（母行）指定的中国境内分行获取人民币流动性。 

（三）当地人民币现钞供应和回流渠道。依托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在当地建立人

民币现钞供应和回流渠道，办理当地人民币现钞配送业务。 

继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

场以来，2014 年，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和中国银行台北分行先后于 5月和 10

月获准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中的人民币清算行成员增至 4家。2014 年，

4 家境外人民币清算行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累计发生同业拆借交易 47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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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同比增长 88%。 

表 5  境外人民币清算行 

国家和地区 时间 清算行 

香港 2003 年 12 月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澳门 2004 年 09 月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 
中国台湾 2012 年 12 月 中国银行台北分行 
新加坡 2013 年 02 月 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 
英国 2014 年 06 月 中国建设银行（伦敦）有限公司 

德国 2014 年 06 月 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 

韩国 2014 年 07 月 交通银行首尔分行 

法国 2014 年 09 月 中国银行巴黎分行 

卢森堡 2014 年 09 月 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 

卡塔尔 2014 年 11 月 中国工商银行多哈分行 

加拿大 2014 年 11 月 中国工商银行（加拿大）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 2014 年 11 月 中国银行悉尼分行 

马来西亚 2015 年 01 月 中国银行（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泰国 2015 年 01 月 中国工商银行（泰国）有限公司 

智利 2015 年 05 月 中国建设银行智利分行 
 

七、人民币现钞境外流通 

目前人民币现钞跨境流动主要有个人携带现钞出入境和银

行跨境调运现钞两个渠道。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中国公民出

入境、外国人入出境每人每次携带人民币限额调整为 2万元。银

行有两个人民币现钞跨境调运渠道，一是以我国和毗邻国家中央

银行签订的边贸本币结算协定为基础，边境地区商业银行与对方

国家商业银行合作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二是人民银行授权香

港、台湾等境外人民币清算行负责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2007

年，人民银行启用首个境外人民币现钞代保管库——中银香港代

保管库，并以其为基础向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人民币现钞供

应和回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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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现钞跨境供应回流机制运行稳定，供应回流渠道已覆

盖港澳台地区及周边国家，并向全球延伸。银行人民币现钞跨境

调运总量稳步上升，2014 年人民币现钞调入金额为 399 亿元，

调出金额为 117 亿元，合计 516 亿元，同比增加 23.2%。 

图 8  商业银行跨境调运人民币现钞金额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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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相关改革及进展 

一、资本项目可兑换 

中国于 1996 年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后即开始稳步推进资本

项目可兑换。目前中国距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并不

遥远。2014 年，顺利推出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便

利境外机构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进一步简化资本项目外汇管

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继续稳步推进。 

专栏四：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2014 年 4 月 10 日，李克强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4 年年会上宣布建立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沪港通）。2014 年 11 月 17 日，沪港通试点正式启动。

沪港通是上海和香港证券市场之间建立的交易及结算互联互通机制，两地投资者

可以通过当地券商买卖在对方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沪港通包括沪股通和港股通两

部分,沪股通是指香港投资者通过香港券商直接买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股

票的交易和结算机制,港股通是指内地投资者通过内地券商直接买卖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上市的股票的交易和结算机制。 

为积极落实沪港通试点相关工作，证监会、人民银行发布相关管理规定，明确

了管理要求。沪港通试点机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试点原则。试点遵循本地原

则，交易结算活动遵守交易结算发生地市场的规定及业务规则，上市公司则继续

受上市地有关规定及规则的监管。二是投资标的。试点初期，沪股通的股票范围

是上证 180 指数、上证 380 指数的成份股，以及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A＋H股

公司股票；港股通的股票范围是香港联合交易所恒生综合大型股指数、恒生综合

中型股指数的成份股和同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A＋H股公

司股票。三是投资额度。试点初期，沪股通总额度为 3000 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

为 130 亿元人民币；港股通总额度为 2500 亿元人民币，每日额度为 105 亿元人民

币。四是投资者范围。试点初期，参与港股通的境内投资者限于机构投资者及证

券账户和资金账户余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 50 万元的个人投资者。五是交易和结算

机制。两地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分别成为对方的会员（结算参与人），为沪

港通投资者提供交易和结算服务。资金结算采用净额轧差结算方式，以减少跨境

资金流动。 

沪港通试点启动以来，运行情况总体平稳有序，社会各方反应积极正面，整体

上符合预期。截至 2015 年 5 月末，沪股通累计成交 7781 亿元，日均成交 63 亿元，

总额度已使用 1509 亿元（占 50.31%）；港股通累计成交 3487 亿元，日均成交 28.82

亿元，总额度已使用 965 亿元（占 38.60%）。 

沪港通试点的推出顺应了资本市场国际化发展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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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有利于扩大我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有利于提高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

有利于促进香港金融市场的繁荣稳定。 

中国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一是打通个

人跨境投资的渠道，考虑推出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境

外投资试点。二是完善“沪港通”和推出“深港通”，允许非居

民在境内发行除衍生品外的金融产品。三是修订外汇管理条例，

取消大部分事前审批，建立有效的事后监测和宏观审慎管理制

度。四是提高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我国资本市场便利性。五是继

续便利人民币国际化，消除不必要的政策壁垒和提供必要的基础

设施。六是做好风险防范。 

二、利率市场化改革 

2014 年以来，利率市场化改革继续推进，在放松利率管制、

加强机制建设和推进产品创新等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

金融机构利率管制有序放开。2014 年 3 月 1 日，放开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2015 年 5月 11 日，

在全国范围内放开金融机构小额外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上限。

2014 年 11 月 22 日、2015 年 3 月 1 日、2015 年 5 月 11 日，逐

步将人民币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 1.5 倍，

金融机构自主定价空间进一步扩大，分层有序、差异化竞争的存

款利率定价格局基本形成。二是市场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不断健

全。自律机制成员范围逐步扩大，新增 93 家金融机构作为自律

机制成员，对促进金融机构完善法人治理、强化财务硬约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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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主定价能力并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定价秩序都发挥了重要

的激励约束作用。三是同业存单发行和交易稳步推进。2014 年，

共有 89 家金融机构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同业存单 998 期，发行总

量为 8986 亿元，二级市场交易总量为 4231 亿元。同业存单发行

交易全部参照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定价。同业存

单市场的较快发展不仅有效提升了银行主动管理负债和自主定

价的能力，为提高中长端 Shibor 的基准性奠定了较好基础，也

为推出面向企业和个人发行大额存单积累了宝贵经验。2015 年 6

月，人民银行发布《大额存单管理暂行办法》，银行业存款类金

融机构可发行面向非金融机构投资人的大额存单。 

境内利率市场化改革以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Shibor）和香港人民币同业拆借利率（CNH Hibor）的相关性

不断提高。2015 年 4月份，3个月期 Shibor 均值为 4.63%，3个

月期 CNH Hibor 均值为 4.12%，境外较境内低 51 个基点；1年期

Shibor 均值为 4.74%,1 年期 CNH Hibor 均值为 4.17%，境外较境

内低 57 个基点。与 2014 年同期相比，境内外 3个月期和 1年期

人民币拆借利率的利差大幅收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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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9  境内外人民币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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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 

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2014 年，人民银行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

平上的基本稳定。3 月 15 日，银行间即期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

元交易价浮动幅度由 1%扩大至 2%。7 月 2 日，取消银行对客户

美元挂牌买卖价差管理。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发挥更大作用，

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汇率预期分化，中央银行基本退出常态外

汇干预。 

2014 年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 6.1190 元，比 2013

年末贬值 221 个基点，贬值幅度为 0.36%；人民币对欧元、日元

汇率中间价分别为1欧元兑7.4556元人民币、100日元兑5.1371

元人民币，分别较 2013 年末升值 12.92%和升值 12.46%。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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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 2014 年末，人民币对美元、

欧元、日元汇率累计升值 35.26%、34.32%、42.22%。根据 BIS

的计算，2014 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 6.41%，实际有效汇

率升值 6.24%。2005 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至 2014 年

12 月，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升值 40.51%，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51.04%。 

图 10  人民币对主要国际货币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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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 资讯 

随着境内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进展，境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与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形成了良性互动。自 2009 年以来，离

岸人民币外汇市场平稳较快发展，香港财资市场公会于 2011 年

正式推出美元兑人民币（香港）即期汇率定盘价（CNH）。自 2011

年以来，CNH 围绕 CNY 上下波动，点差大幅收窄。 

为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2014 年银行间外汇市场先后推出

人民币对新西兰元、英镑、欧元和新加坡元直接交易以及对坚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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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货币的区域交易，形成不经美元套算的直接汇率。银行间外汇

市场人民币直接交易成交活跃，流动性明显提升，降低了微观经

济主体的汇兑成本。2014 年，人民币对外币（不含美元）直接

交易共成交 10482 亿元人民币，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即期交易中

占比为 4.7%，而 2010 年前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外币（不含

美元）直接交易成交量占比不到 0.5%。开展多币种直接交易以

来至 2014 年末，人民币对外币（不含美元）直接交易日均成交

102.22 亿元人民币，与各币种推出直接交易前一年日均成交

12.12 亿元人民币相比，提升了 8.4 倍。 

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将继续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

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保持人

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

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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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趋势展望 

自 2009 年 7 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以来，跨境人民币

业务从无到有，规模从小到大，受到了市场主体的普遍欢迎。各

项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均坚持本币优先的基本原则，采取市场化

管理方式，企业和银行的业务操作不断简化，企业用本币计价结

算节约了汇兑成本、降低了汇率风险，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未来人民币国际使用将在跨境贸

易、投融资和资产负债管理等方面为我国各类市场主体带来更多

的便利和机遇。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将进一步完善 

加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按计划于 2015 年

年年底完成一期建设。推动政府部门全面实现涉外经济统计、核

算、管理中采用人民币作为主要计价货币，进一步便利市场主体

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继续完善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

（RCPMIS）建设。 

专栏五：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随着跨境人民币业务范围不断扩大，业务规模不断增长，金融机构和企业对

人民币支付基础设施的要求日益提高。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经过充分的论证

和研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人民银行于 2012 年开始推动建设人民币跨境

支付系统（CIPS），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清算、结算效率，便利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

使用，确保人民币支付业务安全、高效。 

CIPS 建设将分阶段进行。CIPS（一期）采用实时全额结算方式，主要服务于

跨境贸易结算、跨境直接投资和其他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CIPS（二期）将研究

采用更加节约流动性的混合结算方式，全面支持人民币跨境和离岸资金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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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境内中外资银行的密切配合下，人民银行计划于 2015 年年底前在上海上线

运行 CIPS（一期）。CIPS（一期）建设采用国际通行的 ISO20022 报文标准，并计

划将运行时间设定为 9:00-20:00，部分满足亚洲、大洋洲和欧洲等时区人民币业

务发展的需要。CIPS 将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遵循《金融基础设施原则》

等国际标准，对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二、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使用将进一步扩大 

境内市场主体在国际贸易中使用人民币计价结算，没有货币

错配和汇率风险，可节省汇兑成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越来越

多的境内市场主体开始使用人民币作为计价结算货币，境内中外

资银行跨境人民币业务平稳较快发展，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收支

占本外币跨境收支的比重有望进一步提高。 

三、人民币跨境投融资渠道将进一步拓宽 

支持境外机构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在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

原则框架下，稳妥扩大境内企业境外借用人民币试点范围。简化

管理程序，逐步丰富境外机构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主体类

型，稳步扩大投资规模。支持人民币计价结算的国际原油期货尽

快上线。逐步放宽境内机构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限制。 

四、双边货币合作将继续稳步开展 

加强与相关中央银行的沟通和协调，扩大货币互换规模和范

围，在保障互换资金安全的前提下，继续推动互换资金用于支持

跨境贸易和投资等用途，提高互换资金的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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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规模将进一步增加 

推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积极支持境

外央行类机构将人民币资产纳入其外汇储备。研究取消境外央行

类机构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的额度限制，允许境外央行类机

构自主选择人民银行或银行间市场结算代理人代理其投资银行

间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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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2009 年 

1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签署了规模为

2000 亿人民币/2270 亿港币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2 月 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800 亿人民币/400 亿林吉特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3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签署

了规模为 200 亿人民币/8 万亿白俄罗斯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 

3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1000 亿人民币/175 万亿印尼卢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月2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700

亿人民币/380 亿阿根廷比索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1800 亿

人民币/38 万亿韩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 月 29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内地与香港

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业务签订《补充合作备忘录（三）》。 

７月１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

家税务总局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跨境贸易人

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商务部 海关总

署 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09〕第

10 号）。 

７月３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签署

修订后的《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协议》，配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

算试点工作的开展。 

７月３日，为贯彻落实《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

法》，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管理办法实

施细则》（银发〔2009〕2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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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6 日，上海市办理第一笔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人

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RCPMIS）正式上线运行。 

7 月 7日，广东省 4城市启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工作。 

７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向上海市和广东

省政府发布了《关于同意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企业名单的

函》（银办函〔2009〕472 号），第一批试点企业正式获批开展出

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共计 365 家。 

9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税务总局签署《跨境贸易

人民币结算试点信息传输备忘录》。 

9 月 15 日，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国债，债券金额

共计 60 亿元人民币。 

11 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复国家开发银行开展境外项目

人民币融资试点业务，这是我国金融机构首次开展此类业务。 

12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

相关政策问题解答》。 

2010 年 

2 月 11 日，香港金融管理局发布《香港人民币业务的监管

原则及操作安排的诠释》。 

3 月 8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人民币跨境收付信息管理系

统管理暂行办法》（银发〔2010〕79 号）。 

3 月 19 日，中国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签署《关于跨境贸易

以人民币结算协调工作合作备忘录》。 

3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白俄罗斯共和国国家银行签署

了《中白双边本币结算协议》。该协议是我国与非接壤国家签订

的第一个一般贸易本币结算协议。 

6 月 9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冰岛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35

亿人民币/660 亿冰岛克朗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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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0〕186

号），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 

7 月 19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在香港签署《补

充合作备忘录（四）》，与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签署修改后

的《关于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 

7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签署了规模

为 1500 亿人民币/300 亿新加坡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8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

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

（银发〔2010〕217 号）。 

8 月 19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

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的交易方式，发展人

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直接交易。 

8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管理办法》（银发〔2010〕249 号）。 

11 月 22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

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对俄罗斯卢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

对俄罗斯卢布直接交易。 

2011 年 

1 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试

点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 1号），允许跨境贸

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的银行和企业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

结算试点，银行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向境内机构在境外投资的企业

或项目发放人民币贷款。 

4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西兰储备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250 亿元人民币/50 亿新西兰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 月 19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中央银行

签署了规模为 7亿元人民币/1670 亿乌兹别克斯坦苏姆的双边本

币互换协议。 

5 月 6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50 亿元

人民币/1 万亿蒙古图格里克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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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明确跨境人民币业务相

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1〕145 号）。 

6 月 9日，昆明富滇银行与老挝大众银行共同推出人民币与

老挝基普的挂牌汇率。 

6 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签署了规

模为 70 亿元人民币/1500 亿坚戈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订了新

的双边本币结算协定，规定两国经济活动主体可自行决定用自由

兑换货币、人民币和卢布进行商品和服务的结算与支付。 

6 月 28 日，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和中国银行新疆分行相

继推出人民币兑越南盾、哈萨克斯坦坚戈挂牌交易。 

6 月 30 日，交通银行青岛分行、韩国企业银行青岛分行推

出人民币对韩元的柜台挂牌交易。 

7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关于扩大跨境

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银发〔2011〕203 号），明确将跨

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 

10 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

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 23 号）。 

10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

境外项目人民币贷款的指导意见》（银发〔2011〕255 号）。 

10 月 26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

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1800亿元人民币/38万亿韩元扩大至3600

亿元人民币/64 万亿韩元。 

11 月 4日，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03〕第 16 号确定的

选择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的原则和标准，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

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继续担任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国

人民银行公告〔2011〕第 25 号）。 

11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续签双边本币

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 2000 亿元人民币/2270 亿港币扩

大至 4000 亿元人民币/4900 亿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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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

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证监会令第 76 号）。 

12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银行签署了中泰双边本币

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 700 亿元人民币/3200 亿泰铢。 

12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签署了规模

为 100 亿元人民币/1400 亿卢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12 月 29 日，人民币对泰铢银行间市场区域交易在云南省成

功推出，这是我国首例人民币对非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在银行间市

场的区域交易。 

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实施〈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公司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有

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1〕321 号）。 

2012 年 

1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联酋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350 亿元人民币/200 亿迪拉姆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2 月 6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国

家税务总局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出口货

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企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2〕23

号）。 

2 月 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续签了中马双

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 800 亿元人民币/400 亿林

吉特扩大至 1800 亿元人民币/900 亿林吉特。 

2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土耳其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100 亿元人民币/30 亿土耳其里拉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3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签署了中蒙双边本币

互换补充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 50 亿元人民币/1 万亿图格里

克扩大至 100 亿元人民币/2 万亿图格里克。 

3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签署了规模

为 2000 亿元人民币/300 亿澳大利亚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http://www.pbc.gov.cn/image_public/UserFiles/goutongjiaoliu/upload/File/（新）中国人民银行%20财政部%20商务部%20海关总署.doc�
http://www.pbc.gov.cn/image_public/UserFiles/goutongjiaoliu/upload/File/（新）中国人民银行%20财政部%20商务部%20海关总署.doc�
http://www.pbc.gov.cn/image_public/UserFiles/goutongjiaoliu/upload/File/（新）中国人民银行%20财政部%20商务部%20海关总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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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经国务院批准，香港地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RQFII）试点额度扩大 500 亿元人民币。 

6 月 1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行

间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对日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日元直

接交易。 

6 月 26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乌克兰国家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150 亿元人民币/190 亿格里夫纳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 月 29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明确外商直接投资人

民币结算业务操作细则的通知》（银发〔2012〕165 号）。 

7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境外机构人民币银行结算

账户开立和使用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2012〕183 号）。 

8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台湾方面货币管理机构签署《海

峡两岸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 

9 月 24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续签《关于

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 

11 月 13 日，经国务院批准，香港地区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RQFII）试点额度扩大 2000 亿元人民币。 

12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台北分行担任台湾

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2013 年 

1 月 25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台北分行签订《关于

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 

2 月 8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担任

新加坡人民币业务清算行，并于 4月与其签订《关于人民币业务

的清算协议》。 

3 月 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国家

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

试点办法》（证监会令第 90 号）。 

3 月 7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续签了规模为

3000 亿元人民币/600 亿新加坡元的中新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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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合格境外投资者投资

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3〕69 号）。 

3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巴西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900

亿元人民币/600 亿巴西雷亚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4 月 10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

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对澳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澳元

直接交易。 

4 月 25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实施〈人民币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境内证券投资试点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

〔2013〕105 号）。 

6 月 21 日，两岸签署《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允许台资

金融机构以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方式投资大陆

资本市场，投资额度考虑按 1000 亿元掌握。 

6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2000

亿元人民币/200 亿英镑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7 月 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简化跨境人民币业务流

程和完善有关政策的通知》（银发〔2013〕168 号）。 

8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关于优化人民币跨

境收付信息管理系统信息报送流程的通知》（银办发〔2013〕188

号） 

9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匈牙利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00

亿元人民币/3750 亿匈牙利福林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冰岛中央银行续签了规模为 35

亿元人民币/660 亿冰岛克朗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 月 12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尔巴尼亚银行签署了规模为

20 亿元人民币/358 亿阿尔巴尼亚列克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

金融机构人民币结算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3〕225 号） 

10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印度尼西亚银行续签了规模为

1000 亿元人民币/175 万亿印尼卢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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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为3500

亿元人民币/450 亿欧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10 月 15 日，第五次中英经济财金对话宣布给予英国 800 亿

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 

10 月 22 日，中新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宣布给予

新加坡 500 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 

12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调整人民币购售业务

管理的通知》（银发〔2013〕321 号）。 

2014 年 

3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简化

出口货物贸易人民币结算企业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

〔2014〕80 号）。 

3 月 19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

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对新西兰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

新西兰元直接交易。 

3 月 26 日，中法联合声明宣布给予法国 800 亿元人民币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 

3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德意志联邦银行签署了在法兰

克福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3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英格兰银行签署了在伦敦建立

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4 月 25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新西兰中央银行续签了规模为

250 亿元人民币/50 亿新西兰元的中新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6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的指导意见》（银发〔2014〕

168 号）。 

6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建设银行（伦敦）有限

公司担任伦敦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6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担任

法兰克福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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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19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

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对英镑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英镑

直接交易。 

6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法兰西银行签署了在巴黎建立

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与卢森堡中央银行签署了在卢森

堡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7 月 3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签署了在首尔建立人民

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给予韩国 800 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RQFII）额度，4 日，授权交通银行首尔分行担任首

尔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7 月 7日，在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华访问期间，李克强总理宣

布给予德国 800 亿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 

7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阿根廷中央银行续签了规模为

700 亿元人民币/900 亿阿根廷比索的中阿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与瑞士国家银行签署了规模为1500

亿元人民币/210 亿瑞士法郎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8 月 2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规模为 150 亿

元人民币/4.5 万亿蒙古图格里克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 月 5日，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担任巴黎人

民币业务清算行，授权中国工商银行卢森堡分行担任卢森堡人民

币业务清算行。 

9 月 16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斯里兰卡中央银行签署了规模

为 100 亿元人民币/2250 亿斯里兰卡卢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9 月 28 日，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发布《关于境外机构在境

内发行人民币债务融资工具跨境人民币结算有关事宜的通知》

（银办发〔2014〕221 号）。 

9 月 30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银

行间外汇市场完善人民币对欧元的交易方式，发展人民币对欧元

直接交易。 

10 月 11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韩国银行续签了规模为 3600

亿元人民币/64 万亿韩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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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俄罗斯联邦中央银行签署了规

模为 1500 亿元人民币/8150 亿卢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11 月 1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

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4〕324

号）。 

11 月 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卡塔尔中央银行签署了在多哈

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签署了规模为 350 亿元人民

币/208 亿元里亚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给予卡塔尔 300 亿元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4 日，授权中国工

商银行多哈分行担任多哈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11 月 4 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

发布《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问题的通

知》（银发〔2014〕336 号）。 

11 月 5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

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有关事项的通知》（银发〔2014〕331 号）。 

11 月 8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加拿大银行签署了在加拿大建

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签署了规模为 2000 亿元人民

币/300 亿加元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给予加拿大 500 亿元人

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9 日，授权中国工商

银行（加拿大）有限公司担任多伦多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11 月 10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签署了在吉

隆坡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 

11 月 17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签署了在澳

大利亚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给予澳大利亚 500 亿

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额度。18 日，授权中国

银行悉尼分行担任悉尼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11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续签了规模为

4000 亿元人民币/5050 亿港元的货币互换协议。 

12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哈萨克斯坦国家银行续签了规

模为 70 亿元人民币/2000 亿哈萨克坚戈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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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推出人民

币对哈萨克斯坦坚戈银行间区域交易。 

12 月 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泰国银行签署了在泰国建立人

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并续签了规模为 700 亿元人民币

/3700 亿泰铢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12 月 23 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巴基斯坦国家银行续签了规模

为 100 亿元人民币/1650 亿巴基斯坦卢比的双边本币互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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