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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国际资本账户应当慎重
王健 /文
最近中国通过了一系列促进汇率
改革的措施，比如增加人民币汇率的
浮动区间，允许国内外汇市场参与者
持有人民币兑外币的净多头头寸，同
时重申强制结汇已成历史以及在伦敦
发行人民币债券等。最近一份由人民
银行研究人员撰写的研究报告也强
调，目前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好时
机，
中国应当抓住时机，
积极推进资本
账户的开放。
尽管人民币实现自由浮动、中国
实现资本账户开放，长期而言是中国
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
但笔者认为，目
前中国进行大规模资本账户开放改革
的时机并不成熟。
我想主要阐述两个观点。第一，
根
据目前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回落来判断
人民币达到了均衡水平的观点，是没
有根据的。第二，
资本账户开放后对经
济发展的影响，取决于该国内部金融
市场的质量。在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
充分的情况下，过快开放资本账户会
导致金融危机，对经济增长造成巨大
破坏。中国目前更重要的任务应该是
通过实现利率市场化等措施，提高国
内金融市场效率，而不是急于开放资
本市场。

经常项目顺差减少不一定显示
人民币已达均衡水平
当人民币面临升值预期时，开放
资本账户面临国际游资大量流入中
国、从而引发大规模金融泡沫的风险。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的经常项目顺
差得到大幅度回落。尤其是过去几个
月，中国甚至出现了短暂的贸易逆差。
因而有人认为，经常项目回落表明人
民币已经接近均衡汇率，从而为中国
开放资本账户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这
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上世纪 !"#$" 年
代国际宏观模型关于经常项目和汇率
之间关系的假设。而这种假设在最近
的国际金融研究中被证明是错误的，

或者说至少不被数据支持。
这种传统的国际宏观理论认为，
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会自动调节来
实现一个国家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平
衡。这些理论的一个核心假设是，
当一
国存在贸易或者经常项目顺差时，其
货币会自动升值，其直接结果是出口
价格升高、
进口价格降低，
进而会减少
出口、
增加进口，
从而消除原有的贸易
和经常项目顺差。这也是为什么当中
国存在巨额贸易顺差时，很多国家指
责这种顺差是中国通过固定汇率制来
故意压低人民币价格造成的。而这种
认为浮动汇率会自动调节来消除一个
国家贸易不平衡的观点，是不受数据
支持的。这种观点有两个明显的漏洞。
首先，
根据这个观点，
一个国家的
贸易账户在浮动汇率制下可以准确地
预测该国汇率：
如果存在贸易顺差，汇
率升值，反之则贬值。而在现实数据
中，贸易账户等宏观数据对浮动汇率
根本没有预测能力。哈佛大学经济学
教授肯尼斯·罗格夫 （%&''&() *+,+--.
上世纪 $" 年代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
时，和他的学生密西（/&&0&.详细记录
了宏观数据对汇率的不可预测性。由
于这个结果从根本上挑战了传统宏观
经济学中浮动汇率自动调节一国贸易
平衡的假设，而引起了国际金融领域
的广泛关注。
这个结果，在目前的数据中仍然
广泛存在。在最近的国际金融研究中，
更多实证结果支持研究汇率应该从资
产价格的角度出发，代表作包括威斯
康星大学教授恩格尔（1)234&0 5',&4）
和韦斯特（%&''&() 6&0(）7""8 年发表
在政治经济杂志 （9+:3'24 +- ;+4<(<=24
5=+'+>?）上的论文。这种观点认为，
汇
率作为一个资产价格，主要受投资者
对经济未来走势预期的影响，而不是
例如当前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这些
目前变量影响。这个观点非常符合目
前外汇市场的实际情况。目前全球外
汇交易量要远远大于实际贸易的价
值。因此大部分的外汇交易实际是用

开放国际资本账户
前，更重要的工作是
改革国内金融市场，
为今后资本账户开放
作准备。最近的研究
证明，在国内金融市
场效率偏低的情况
下，贸然开放资本账
户的结果更可能引发
金融危机，降低经济
发展速度

来满足国际投资目的，而不是由于国
际贸易造成的。因而就不难理解为什
么汇率更类似资产价格，受投资者对
未来经济情况的预期影响，而非受目
前实物贸易平衡条件的影响。
其次，如果真如传统国际宏观理
论认为的那样，浮动汇率可以自动帮
助调节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那么浮
动汇率国家和采取汇率管制的国家相
比，这些国家的贸易和经常项目调节
得应该更加迅速和充分。而这种预测
在数据中也是不存在的。这方面研究
可以参看威斯康星大学教授 /&'@<&
1)<'' 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的
研究。因而，
如果我们以浮动汇率制下
市场决定的汇率为“均衡汇率”
，上面
的研究证明，通过一个国家的贸易和
经常项目平衡来判断其汇率是否处于
均衡水平，
是没有依据的。
通过中国贸易盈余趋于平衡来判
断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接近了均衡水
平的观点，
也犯了一个概念性的错误。
目前引用的贸易盈余趋于平衡是指中
国针对所有国家的贸易平衡 （总体贸
易平衡），
和总体贸易平衡对应的是人
民币对所有贸易伙伴货币的平均汇
率，
而不是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汇率。
尽管中国总体贸易盈余接近平衡，但
针对美国的贸易账户仍然存在很大的
顺差。因此即使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来
看，也没有证据证明人民币对美元的
汇率已经达到所谓的均衡水平。

内外经济环境均不利于中国开
放资本账户
除了人民币目前已经处于均衡水
平的观点不成立外，国际经济环境也
并非像有人认为的那样利于中国开放
资本账户。
欧债危机虽在今年年初得到暂时
缓解，但今年仍会给国际金融市场带
来动荡。整个欧元区解体的风险不大，
但希腊等小国不得不违约退出欧元区
的概率仍不小。尤其是今年法国和希
腊的大选，给欧债危机的走向增加了

。我前面说过，
这种方法存在很
很多不确定的政治风险。因而整个国 “倒逼”
大风险，
不值得采用。
际金融市场在未来发生较大规模动荡
最后总结：有观点认为目前人民
的可能性仍然很高。
币处于均衡汇率，中国处于一个难得
对内而言，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地
的开放资本账户的机遇。这种观点和
方债务等问题也令投资者非常担心。因
最新国际金融方面的研究相矛盾。开
而在这种内外金融市场都存在巨大潜
放国际资本账户前，更重要的工作是
在风险的情况下，
很难说开放中国资本
改革国内金融市场，为今后资本账户
账户处在一个非常有利的时机。
开放作准备。最近的研究证明，
在国内
中国目前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水
平也不适合尽快开放国际资本账户。 金融市场效率偏低的情况下，贸然开
放资本账户的结果更可能引发金融危
和贸易开放不同，资本市场开放程度
机，
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作者系美国
对一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是否有
利，
目前仍然存在很多争论。最近的研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
究和实例证明，开放资本市场不一定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有利于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开放的结
果取决于本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
质量与效率如何。代表性的研究包括
康奈尔大学教授 ;3202A、哈佛大学教
授 *+,+-- 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魏尚进
的一系列研究。
这些研究发现，当一个国家的金
!他们在说
融市场不完善时，过快开放资本账户
刘尚希
会导致严重金融危机，反而降低经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发展速度。这三位作者都曾经在国际
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
货币基金组织任职。在这些研究的影
缴利润的国企数量，应纳入公共产权
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
改革之中，而不只是在现有体制下做
7""8 年后发生明显转折，不再极力倡
数量调整。应让公有制（国企只是其中
导发展中国家尽快开放资本账户。在
一部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公共
7""$#7""B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
产权收益全民共享的功能，促进社会
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鼓励发展中国家
共同富裕。
通过控制资本流动来避免国际资本对
本国经济的冲击。
谭雅玲
中国目前的金融市场还非常不完
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
—利
善。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价格——
全民炒股应该转变为全民用汇，
率价格都还没有实现市场化。由于历
汇率的核心作用十分明显，既直接牵
史等原因，国内金融机构的质量也千
动经济利润，
也直接连接所有价格。把
差万别，不少金融机构的运营仍并非
握好汇率的知识、技能和规律十分重
以市场为导向。这种情况下，
很难相信
要，琢磨清楚这条线和这个焦点，对眼
中国内部的金融市场已经为资本账户
前和未来都有好处。
开放做好准备。
尽管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大
连平
家希望看到的结果。但这是一个长期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过程，应当避免抱着“机不可失，失不
日前有人在法庭上说被指控的收
再来”
的态度。在开放资本账户前，更
受贿赂是朋友往来，这个说法荒谬绝
重要的任务是提高国内金融市场的效
伦。与没资源的人不同，
有权之人交友
率。通过利率改革等措施，
消除金融市
容易且有众多的潜在朋友；往往是一
场上的价格扭曲。同时通过打破国内
回生即友，
二回熟则成兄弟。权势大的
金融市场的垄断和保护，允许优胜劣
人更是朋友遍天下，甚至四海之内皆
汰，
提高国内金融机构效率。一种观点
兄弟也！若这种朋友往来不属于法律
认为，国内金融市场质量的提升需要
管辖范畴，
那法律岂不清闲。
通过资本账户开放后引进外部竞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