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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通”打开中国资本市场新视窗
｜ 张锐

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市场存在着
刚性兑付的投资习惯， 虽然去年以

“逆全球化”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泛
滥， 通过经常项目顺差产生外汇储

“债券通”开

来出现了一些债券违约， 但远未实

备的通道可能越来越窄， 其中今年

李克强总理在 3 月 15 日答中
外记者问时， 释放出今年将在香港

通后， 在场内交

现市场化，由此导致我国债券评级
失真情况严重， 整个债市风险定价

2 月份中国出现 3 年来的第一次贸
易逆差就能说明问题。另一方面，由

和内地试行“债券通”的重磅消息。
当天，央行就及时跟进，表示将适时

易下， 内地投资

机制仍不健全。 但有了 “债券通”，
境外资金便能在银行间债市之外的

于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FDI 的
投资空间受到限制， 同时 QFII 与

场内市场顺畅参与交易， 相当于增
加了债市的又一个资金定价机制，

RQFII 也有投资规模约束， 形成外
储增量的后续力也不可放大多少。

从而使得债券的真实价格能够更准

但通过“债券通”，境外资金在离岸

确地反映出来， 进而倒逼境内债券
市场打破刚性兑付， 结果既可培养
境内投资者正确的投资理念，也能
彰显债券市场的市场化本能。

与在岸畅通配置人民币计价债券的
同时， 央行也能快捷获得更多的外
汇储备， 从而增强针对汇率市场的
干预能力， 灵活调控人民币的市场

承载人民币国际化使命

浮动区间。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

公布债券通的具体方案， 同时港交
所也发布公告称， 将在两地监管当
局的指导下，积极参与债券通的准
备工作， 并在未来适时公布更多细
节。 作为继 “沪港通”、“深港通”和
两地基金互认之后的又一重量级金
融工具创新，“债券通”的推出，无疑

者便可以像买卖
股票一样， 在港
交所自由选择债
券交易品种，并
决定交易时机。

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朝着更加开放
的地带纵横深耕。

资料图片

开放场内交易债市
从面向境外人民币业务清算
行、 境外人民币业务参加行和境外
央行三类机构开放银行间债券市
场， 到取消境外央行等中长期机构
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市的额度限制
并实行准入备案制， 再到即将实施
的债券通， 中国债市在不足 6 年的
时间内结结实实地迈出了三大步。
其中，推出债券通，是中国内地向境
外投资者开放境内固定收益市场
“三步走”中的最后一步。尽管如此，
并不意味着中国债市的国际化嵌入
深度达到了很高水平。

是银行间债券市场， 即所谓的场外
交易，即便如此，在规模为 57.4 万
亿元的银行间债市中，境外资金最
多时的持仓量也不足 2%。
问题于是就出现了。 一方面境
外投资者参与境内银行间债券市场
没有额度限制， 另一方面持有余额
却一直偏低， 足以说明外资参与场
外交易的热情与活跃度并不高。 观
察发现， 目前境外投资者仅可通过
QFII （ 合 格 境 外 机 构 投 资 者 ） 和
RQF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
者） 的渠道投资境内银行间债券市
场，即便如此，在 QFII 的所有投资

且除了国债、票据、企业债券、金融
债券、 地方政府债券以及资产抵押

“引进来” 的力度显然强于 “走出
去”，因此，目前境内资金仅能通过

证券等这些场外交易市场的品种
外， 场内债券市场还有可转换债券
与认股权债券等可供选择。 境外资
金参与整个债券市场交易的活跃度

QDII （ 合 格 境 内 机 构 投 资 者 ） 和
RQDII （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
者）投资海外债券市场，主要方式是
购买基金， 而且不能自主选择债券

势必因此提升。

品种、类别，以及何时买入卖出。 但
“债券通”开通后，在场内交易下，内

国央行对人民币资产配置的需求，
由 40 多个国家持有人民币外汇储

地投资者便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
在港交所自由选择债券交易品种，
并决定交易时机。 数据显示， 目前
香港债市规模超过 4000 亿美元，品
种主要包括国债、企业债券、可转换

备增至百多个经济体， 并以固定收
益及债券配置为主，而“债券通”的

境内投资者可享红利
根据联合国数据统计， 目前香
港 FDI（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量在全
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 同时，外
地投资者占港股现货市场总成交的
比重为 39%，资金自由港优势必将
为“债券通”提供丰厚的土壤。因此，

债券和认股权债券等， 而且对所有
投资者开放。

济学教授）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作为资本
市场的一个重要突破，“债券通”还
承载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使命。
人民币加入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特别提款权（SDR）后，推高了各

推出， 显然将更加方便境外央行进
一步增持人民币资产。 央行对人民
币配置的增加， 必然带动市场的正
向需求。 目前，人民币在 SDR 中的
比重是 10.92%， 按照这一比例测
算， 未来海外至少有七八万亿的人

据渣打银行报告预计， 开通 “债券
通”之后，至今年年底，境外资金持

倒逼债市打破刚性兑付

组合中，目前也只有 10%投资于内
地债券市场， 同时在证监会认可的

有的中国在岸债券将增加到 1 万亿
元。 同时， 摩根士丹利也预测，“债

当然，“债券通” 所能释放的能
量并不仅仅体现在“通”的功用上，

民币需求，而满足如此庞大的需求，
主要途径是开放在岸债券市场，从
这个意义上而言，“债券通” 将成为
维护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地位

债券余额约 8530 亿元， 占比不到
2%，不仅显著低于德国、英国、美国

37 只内地香港互认基金中， 只有 4
只完全投资于内地债券。 显然，激

券通”推出之后，中国国债将在未来
36 个月加入全球主要债券基准指

还能从总体上提高中国债市的基本
质量。一方面，我国目前还是以机构

的中坚巩固力量。
还须认识到， 人民币的国际化

等发达国家境外投资者在本国债券
市场的占比， 而且与一些新兴市场

发境外资金增持中国债券的积极
性，必须打开场内债券交易市场。

数， 由此将激发 2500 亿至 3000 亿
美元的资金流入中国债市。

参与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为主， 场外
交易占比近九成，而运行“债券通”，

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环境，在
这方面，“债券通”也能发挥平衡协

国家如马来西亚、印尼、阿根廷、韩
国相比，中国亦有不小的差距。 另
外， 目前我国对境外资金开放的只

相比于银行间债券市场主要吸
引境外机构投资者， 场内债券市场

与境外投资者一样， 境内投资
者也能分享到 “债券通” 的巨大红

将个人零售投资者也吸收进来，而

利。从境内整个债市的开放格局看，

不仅可以驱动场内与场外债券市场
配置的均衡， 更能带动投资品种与
投资者结构的优化。另一方面，我国

调之力。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主要依
靠经常项目的顺差所得， 以及 FDI
和 QFII 与 RQFII 而形成，但伴随着

数据显示，截至 2 月底，境内债
券市场余额约 65 万亿元人民币，位
居全球第三。作为重要的投资主体，
同期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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