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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　 献　 者

编　 者

林成勋 (Ｃｈｅｎｇ Ｈｏｏｎ Ｌｉｍ) 在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担任部长助

理ꎬ 主要负责引导和执行部门在宏观金融监管方面的战略重点ꎬ 以及评

价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ꎮ 近些年来ꎬ 她带领 ＩＭＦ 团队成员评

估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ꎬ 并且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和 ２１ 世纪初的亚洲

危机中开展了大量的项目ꎮ 林女士极大地推动了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在

降低系统性风险的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工作ꎮ 她在其他领域也发表过文

章ꎬ 包括通胀目标制度、 主权债务危机与重构、 银行业与企业之间的或

有债务分析以及亚洲金融的未来ꎮ 除 ＩＭＦ 外ꎬ 林女士还曾于英国金融

服务管理局和世界银行就职ꎮ 林女士于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ꎮ

拉特纳萨海 (Ｒａｔｎａ Ｓａｈａｙ) 在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担任副

部长ꎬ 主要负责为该部门设定战略重点、 带领策略方向的重要项目以及

协调部门工作和资源配置ꎮ 她之前曾在 ＩＭＦ 的研究、 金融、 亚洲、 欧

洲、 中东、 西半球部门工作ꎬ 带领团队进行分析性和策略性重要项目ꎬ

并几次被派遣到新兴市场国家ꎮ 她还在中东和西半球部门主导了区域

监管项目以及派遣工作ꎮ 她曾担任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以及

ＩＭＦ 经济顾问迈克尔穆萨和肯尼斯罗格夫的顾问ꎮ 她有大量文章在

权威期刊发表ꎬ 涉及金融市场外溢以及金融危机、 通货膨胀、 经济增

长、 财政政策和债务可持续性、 转轨经济ꎮ 她曾在德里大学、 哥伦比亚

大学和纽约大学学习ꎬ 并在纽约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ꎮ

杰拉尔德希夫 ( Ｊｅｒａｌｄ Ｓｃｈｉｆｆ) 在亚太部门 (ＡＰＤ) 担任副部长



以及 ＩＭＦ 日本事务主管ꎬ 他之前曾于常务董事办公室担任高级顾问、

于 ＡＰＤ 担任部长助理、 于欧洲部门担任处长ꎮ 希夫先生于康奈尔大学

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ꎬ 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得博士学位ꎮ 他还曾在杜兰大

学和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学习ꎬ 曾于美国财政部工作ꎮ

迟久舒米 (Ｃｈｉｋａｈｉｓａ Ｓｕｍｉ) 在 ＩＭＦ 亚太部门担任部长助理ꎬ 他主

导了该部门关于 “亚洲金融未来” 的项目ꎬ 他还是菲律宾和新西兰事

务主管ꎮ 舒米先生还曾在日本政府担任重要职位ꎬ 包括财政部副总理、

金融服务厅副厅长以及日本债务管理办公室主任ꎮ 舒米先生出生于日

本大阪ꎬ 于东京大学获得法学士学位 (１９８２)ꎬ 于哈佛大学获得工商管

理学硕士学位 (１９８６)ꎮ

２ 亚洲金融的未来



作　 　 者

格特奥麦科德斯 (Ｇｅｅｒｔ Ａｌｍｅｋｉｎｄｅｒｓ) 在 ＩＭＦ 担任亚太部门的副

处长ꎮ

里纳巴塔查里亚 (Ｒｉｎａ Ｂｈａｔｔａｃｈａｒｙａ) 在 ＩＭＦ 货币和资本市场部

门担任高级经济学家ꎮ

丁丁 (Ｄｉｎｇ Ｄｉｎｇ) 在 ＩＭＦ 亚太部门担任高级经济学家ꎮ

谢尔盖道兹 ( Ｓｅｒｇｅｉ Ｄｏｄｚｉｎ) 在 ＩＭＦ 亚太部门担任高级经济

学家ꎮ

麦加尔戈斯亚米 (Ｍａｎｇａｌ Ｇｏｓｗａｍｉ) 在 ＩＭＦ 新加坡区域训练机构

担任部门助理ꎮ

韩非 (Ｆｅｉ Ｈａｎ) 在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担任经济学家ꎮ

法卡瓦珍塞克 (Ｐｈａｋａｗａ Ｊｅａｓａｋｕｌ) 在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

担任经济学家ꎮ

安德鲁约布斯特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Ｊｏｂｓｔ) 在 ＩＭＦ 欧洲部门担任高级经济

学家ꎮ

希顿康 (Ｈｅｅｄｏｎ Ｋａｎｇ) 在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担任金融方

面的专家ꎮ

明萨克金姆 (Ｍｉｎｓｕｋ Ｋｉｍ) 在 ＩＭＦ 战略、 政策和检视部门担任

经济学家ꎮ

叶塔凯文吉姆 (Ｙｉｔａｅ Ｋｅｖｉｎ Ｋｉｍ) 在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

担任高级金融专家ꎮ

拉斐尔Ｗ 拉姆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Ｗ Ｌａｍ) 在 ＩＭＦ 担任中国的副驻地

代表ꎮ

瓦内萨莱赖思丽 (Ｖａｎｅｓｓａ Ｌｅ Ｌｅｓｌｅ) 在 ＪＰ 摩根香港担任全球

监管战略与政策部门亚太地区副主任ꎬ ２０１３ 年前担任 ＩＭＦ 高级金融

１贡　 献　 者



专家ꎮ

廖伟 (Ｗｅｉ Ｌｉａｏ) 在 ＩＭＦ 亚太部门担任经济学家ꎮ

费边理宾斯凯 (Ｆａｂｉａｎ Ｌｉｐｉｎｓｋｙ) 在 ＩＭＦ 西半球部门担任经济

学家ꎮ

埃里克兰德拜克 (Ｅｒｉｋ Ｌｕｎｄｂａｃｋ) 在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

担任高级经济学家ꎮ

沃依切赫Ｓ 麦莉斯凯 (Ｗｏｊｃｉｅｃｈ Ｓ Ｍａｌｉｓｚｅｗｓｋｉ) 在 ＩＭＦ 亚太部

门担任中国和香港方面的高级经济学家ꎮ

亚力克斯穆姆偌斯 (Ａｌｅｘ Ｍｏｕｒｍｏｕｒａｓ) 在 ＩＭＦ 亚太部门担任

处长ꎮ

阿迪蒂亚纳拉因 (Ａｄｉｔｙａ Ｎａｒａｉｎ) 在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担

任副部长ꎮ

弗兰奇斯卡奥恩佐格 (Ｆｒａｎｚｉｓｋａ Ｏｈｎｓｏｒｇｅ) 在国际复兴和开发银

行的研究局预测部担任首席经济学家ꎬ ２０１４ 年前于 ＩＭＦ 担任高级经济

学家ꎮ

翁利连 (Ｌｉ Ｌｉａｎ Ｏｎｇ) 在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担任高级副总裁ꎬ

２０１４ 年前担任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副处长ꎮ

沙娜卡珍亚奈思佩里斯 (Ｓｈａｎａｋａ Ｊａｙａｎａｔｈ Ｐｅｉｒｉｓ) 在 ＩＭＦ 担任

菲律宾的驻地代表ꎮ

斯里坎特瑟哈德里 (Ｓｒｉｋａｎｔ Ｓｅｓｈａｄｒｉ) 在 ＩＭＦ 担任土耳其的高级

驻地代表ꎮ

杜拉尼塞尼维特纳 (Ｄｕｌａｎｉ Ｓｅｎｅｖｉｒａｔｎｅ) 在 ＩＭＦ 亚太部门担任区

域研究组的研究员ꎮ

琼森申 (Ｊｏｎｇｓｏｏｎ Ｓｈｉｎ) 在 ＩＭＦ 亚太部门担任经济学家ꎮ

杰德维希亚诺德 (Ｊａｄｅ Ｖｉｃｈｙａｎｏｎｄ) 在 ＩＭＦ 亚太部门担任宏观研

究组的经济学家ꎮ

詹姆士Ｐ 沃尔什 (Ｊａｍｅｓ Ｐ Ｗａｌｓｈ) 在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

２ 亚洲金融的未来



担任副处长ꎮ

周建平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 Ｚｈｏｕ) 在 ＩＭＦ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门担任高级经济

学家ꎮ

永萨拉周 (Ｙｏｎｇ Ｓａｒａｈ Ｚｈｏｕ) 在 ＩＭＦ 亚太部门担任高级经济

学家ꎮ

埃达佐利 (Ｅｄｄａ Ｚｏｌｉ) 在 ＩＭＦ 亚太部门担任高级经济学家ꎮ

３贡　 献　 者





前　 　 言

２０１３ 年初ꎬ ＩＭＦ 在意识到金融将对亚洲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之

后ꎬ 开始致力于 “亚洲金融的未来” 的研究ꎮ 我们致力于探究亚洲金

融体系ꎬ 并探寻该金融体系如何应对庞大的人口所带来的持续增加的

经济期望ꎬ 以及如何为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模型提供资金ꎮ

ＩＭＦ 始终积极帮助其亚洲成员国实现内生增长和经济稳定的双重

目标ꎬ 为实现这些目标ꎬ 还需要考虑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金

融体系发生的重大变化、 人口结构的变化、 快速的城镇化、 大规模基

础设施需求以及亚洲自身的经济发展结构ꎮ

亚洲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后续效应之中表现出了非凡的恢复

能力ꎬ 尽管一些依赖于出口的经济体受到严重打击ꎬ 但是亚洲作为一

个整体还是得到了快速复苏ꎬ 并主导了全球经济的增长ꎮ 相较于西方

的许多国家而言ꎬ 亚洲地区的金融要好得多ꎬ 这是亚洲在此次危机中

得到迅速恢复的重要原因之一ꎬ 这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半期亚洲金融

危机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ꎮ 在未来ꎬ 亚洲所采取的保守型的经济增长

模型虽然能够成为其度过全球金融危机的一大优势ꎬ 但这一模型如果

再继续抑制金融行业的发展的话ꎬ 比如需要持续强劲增长的股票和债

券市场ꎬ 将会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阻力ꎮ

尽管亚洲金融行业在支持经济增长方面已经作出了很大贡献ꎬ 但

是要想维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还需要更大地推动金融行业创新ꎮ 亚

洲地区在管理和调动巨大的存款来满足该地区人力资本和基础建设投



资的需要方面ꎬ 拥有巨大的潜力ꎮ 亚洲需要更加深化资本市场ꎬ 以加

强金融中介以及风险分摊作用ꎬ 丰富基金来源ꎬ 降低资本波动率ꎬ 通

过这一手段ꎬ 金融行业将有助于亚洲地区解决人口老龄化、 贫富差距

加大以及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ꎮ 鉴于亚洲地区经济体的增长规模

以及影响ꎬ 运行良好的、 充满活力的亚洲金融行业也将有益于全球其

他地区ꎮ

迄今为止ꎬ ＩＭＦ 在 “亚洲金融的未来” 方面的工作专注于估量亚

洲金融体系和其在全球危机下的恢复力ꎬ 以及亚洲如何解决人口结构

的变化、 满足基础设施需求、 适应新的全球监管体制ꎮ 在此背景下ꎬ

过去两年里我们已经举行了一些公开活动ꎮ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２０１３ 年联合春季会议的 “亚洲

金融的未来” 研讨会ꎬ 概括出了亚洲金融行业所面临的挑战ꎬ 为本书

的许多话题提供了一个契机ꎮ

• 在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举办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香港金融管理局

(ＨＫＭＡ) 联合会议上ꎬ 政府、 私营部门、 智库以及来自该地区的其

他代表共同探讨了金融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ꎬ 包括管理资本流动、 实

施监管改革ꎮ

•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旗舰讨论

会上ꎬ 名为 “为亚洲新经济增长模型融资” 的高端研讨会讨论了如何

确保亚洲可持续、 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以及亚洲金融体系应该如何应对

这些挑战ꎮ

从我们之前以及正在进行的工作中吸取经验和教训ꎬ 包括在上述

研讨会中所涉及的ꎬ 本书试图对亚洲金融行业的现状、 将要面临的挑

战以及预期发生的改变进行全面评估ꎬ 并为解决该区域现在和将来的

调整提供政策建议ꎮ 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是十分有价值的ꎬ 但是鉴于

亚洲地区有许多的独特性以及该地区内部金融体系的多样化ꎬ 这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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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需要很小心地运用ꎮ

通过 “亚洲金融的未来” 项目ꎬ ＩＭＦ 想要继续担任国际论坛的角

色ꎬ 为亚洲成员国实现可持续增长和金融稳定双目标而讨论亚洲金融

体系所面临的挑战发挥作用ꎮ

朱　 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常务董事

３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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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ＱＤＩＩ ＝ 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ꎻ ＯＦＩＩ ＝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ꎻ ＲＱＦＩＩ ＝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ꎮ

资料来源: ＩＭＦ 计算ꎮ

图 １０ ２ １　 合格的境内境外机构投资者 (已批准的累计投资金额)

证券投资面临着紧缩的但逐渐增长的配额:

• 来自境外的证券投资通过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的方

式进入ꎬ 需要经过三个月的锁定期ꎬ 并有一定限额ꎮ 在 ２０１１ 年ꎬ 人

民币 ＱＦＩＩ 计划成立ꎬ 使得合格的投资者可以在国内市场投资离岸人民

币ꎬ 但在资产配置和限额方面有一定限制ꎮ 在 ２０１３ 年ꎬ 该计划继续

深化ꎬ 资产配置的限制逐渐放开ꎬ 除此之外ꎬ 中国大陆以外的合格机

构也可以投资中国债券市场ꎬ 需要接受一定限制但没有锁定期ꎮ

• 中国对境外的证券投资是通过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 (ＱＤＩＩ)

的方式进入ꎬ 需要符合机构特征限制ꎮ 在这一计划中ꎬ 注册的境内机

构可以通过国内投资者进行融资来投资境外资本市场ꎮ 由于该计划是

在 ２００６ 年推出ꎬ 投资者基础逐渐扩宽到银行、 共同基金和零售投资

者ꎮ 合适的投资工具也在不断延展增加ꎮ

其他投资ꎮ 海外借款一直面临着一定限额或者审批ꎬ 但是向海外借

款的限制十分少ꎮ 持有跨境账户同样需要审批ꎮ 国内代理行需要提供以

人民币为币种的融资账户给参与境外人民币交易的银行ꎮ 香港特别行政

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人民币清算银行可能会加入国内银行间市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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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资本流动规模

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后ꎬ 未来资本流动将达到多大的规模? 投资头

寸的调整可能很大ꎮ 目前ꎬ 中国在境外的资产以及中国国内的境外资产

从规模和特点方面都比预期要小很多ꎬ 并且参照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ꎬ

这两类资产也会经历巨大的转变 (Ｈｅ 等ꎬ ２０１２ꎻ Ｂａｙｏｕｍｉ 和 Ｏｈｎｓｏｒｇｅꎬ

２０１３)ꎮ

估计认为未来中国投资海外的资产将会大规模增加ꎬ 境内的证券

投资将会小幅度增加ꎬ 这是基于以新兴经济体为样本ꎬ 根据资本账户限

制的改变对资本内流和外流的影响程度估计的ꎮ 中国在境外的资产主

要是通过证券投资多元化实现的ꎬ 其调整比重相当于 ＧＤＰ 的 １５％ 到

２５％ ꎬ 另一方面ꎬ 国内的境外资产调整比重相当于 ＧＤＰ 的 ２％到 １０％ ꎬ

这就意味着中国净国际资产将增加国内 ＧＤＰ 的 １１％到 １８％ (１０ 亿美元

到 １５ 亿美元ꎬ 或者全球 ＧＤＰ 的 １ ３％ 到 １ ２％ ꎬ Ｂａｙｏｕｍｉ 和 Ｏｈｎｓｏｒｇｅꎬ

２０１３)ꎮ 其他分析同样预计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净输出头寸的增长额达到 ＧＤＰ

的 １０％ (大概是 １０ 亿美元ꎬ 全球 ＧＤＰ 的 １ ３％ ) (Ｈｅ 等ꎬ ２０１２)ꎮ 由

于目前无法得到中国在海外的证券投资分布ꎬ 很难预测这些资本输出

的最终走向ꎮ

类似地ꎬ 中国对境外的直接投资水平也将超过外商对中国的直接

投资水平ꎮ Ｈｅ 等人 (２０１２) 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ꎬ 输出的 ＦＤＩ 总值增长额相

当于 ＧＤＰ 的 ２２％ ꎬ 同期输入的 ＦＤＩ 总值增长额也将达到 ＧＤＰ 的 １１％ ꎬ

意味着中国净 ＦＤＩ 流出量将达到国内 ＧＤＰ 的 １１％ (１０ 亿美元ꎬ 或者全

球 ＧＤＰ 的 １ ３％ )ꎮ 大部分资本流动都将投向亚洲其他地区ꎬ 他们目前

接收了中国 ＦＤＩ 的 ８５％ ꎮ 若近几年的趋势继续持续下去ꎬ 亚洲的低收

入国家尤其是拥有大量自然资源的国家将成为 ＦＤＩ 的接收国ꎮ

但是即使学术研究认为在后自由化时代中国海外净资产将会有突

破ꎬ 但是套利机会仍然存在ꎬ 并且继续成为中短期内推动资本流动的主

要动力ꎬ 有如下几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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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在限制的条件下ꎬ 流入中国的非 ＦＤＩ 对套利环境很敏感ꎮ

回归分析证明ꎬ 升值预期是推动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ꎬ 同样美国利率和

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也起到一定作用ꎮ 相比利率升值预期可能是预测投

资回报率更好的指标ꎬ 因为之前是受到严格管控的ꎮ

• 政策放开后ꎬ 套利需求依然会吸引资本流入ꎮ 在中期ꎬ 根据巴

拉萨—萨缪尔森效应ꎬ① 贸易和非贸易部门的潜在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将

会给人民币带来更大的升值压力ꎮ 同时ꎬ ２０１３ 年中国经济蓝图规划中

的另一个重要改革———金融市场自由化将会使得利率回归真实水平ꎬ

符合资本边际产出相对较高的水平ꎮ② 对汇率低估的矫正、 升值趋势和

较高的实际利率都为资本流入提供了强劲动力ꎮ

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方向主要取决于证券组合分散化和套利资金的

交互作用ꎬ 其中风险溢价起到主要作用ꎮ 由于平衡状态和目前境外资产

头寸之间有很大差距ꎬ 分散资产的动力很强劲ꎮ 除此之外ꎬ 中国的制度

发展相对较慢也为资产外流提供动力ꎬ 削弱通过风险溢价来套利的机

会ꎬ 但是这些因素可能依然比升值压力和更高的利率还要重要ꎮ

表 １０ １ 中国非 ＦＤＩ 资本流动的主要决定因素ꎬ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和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ＯＬＳ (２) ＯＬＳ ２００６ (３) ＡＲＣＨ

利率差异１ ０ ５６１ ０ ９８３ ０ ７６９∗∗

标准差 ０ ５４８ ０ ６０２ ０ ３２３

Ｐ 值 ０ ３０８ ０ １０６ ０ ０１７

１２ 个月 ＮＤＦ 溢价２ － ２ １７３∗∗∗ － ２ ５４４∗∗ － ２ １６１∗∗∗

标准差 ０ ５８１ １ ００８ ０ ４１４

Ｐ 值 ０ ０ ０１３ ０

中国产出增长３ ０ ８７５∗∗ １ ２５６∗ ０ ７７６∗∗∗

４６２ 亚洲金融的未来

①

②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是指贸易部门的劳动力和工资的增长将会给非贸易 (服务) 部门带

来更高的工资ꎬ 以及实际汇率的增长ꎮ
Ｈｅꎬ Ｗａｎｇꎬ ａｎｄ Ｙｕ (２０１４) 估计自然利率将达 ４ ５％ ꎮ



续表

(１) ＯＬＳ (２) ＯＬＳ ２００６ (３) ＡＲＣＨ

标准差 ０ ４２３ ０ ６７２ ０ ２７３

Ｐ 值 ０ ０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５

滞后一期的中国非 ＦＤＩ 资本流动 ０ ４２７∗∗∗ ０ ４０５∗∗∗ ０ ３７１∗∗∗

标准差 ０ ０６９ ０ ０７８ ０ ０４１

Ｐ 值 ０ ０ ０

Ｒ２ ０ ５４ ０ ５６ ０ ５３１

杜宾—沃森统计值 １ ８７２ １ ７８ １ ７４５

注: 异方差自回归标准差表中已给出ꎮ ＡＲＣＨ 为自回归条件异方差ꎬ ＦＤＩ 为外商直接投资ꎬ ＯＬＳ

为普通最小二乘法ꎮ

１ 利率差异指中国一月期回购利率与美国一月期国债利率差额ꎮ

２ ＮＤＦ 溢价指人民币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 (ＮＤＦ) 和人民币比美元的即期汇率之间的差值ꎬ 定

义为 １００ × (ＮＤＦ － 即期汇率) / 即期汇率ꎮ

３ 中国产出增长是工业生产的月增加率ꎮ

资料来源: ＩＭＦ 计算ꎮ

给定潜在流动规模和中国经济权重ꎬ 该地区开放所带来的潜在影

响十分重要:

• 资本账户的开放可能会增加短期风险ꎮ 中国的金融市场相对初

始化ꎬ 资产价格对资产流动的剧烈变化可能是灾难性的ꎮ 尤其是ꎬ 自由

化可能会对中国房地产市场造成迅速反应ꎬ 因为房地产是经济增长的

主要推动力ꎬ 价格调整和市场放缓将会影响经济活动以及大规模的国

际市场溢出效应ꎮ 剧烈的价格调整对日本和韩国会造成尤其大的反应

(Ａｈｕｊａ 和 Ｍｙｒｖｏｄａꎬ ２０１２)ꎮ

• 中国家庭的投资机会增加ꎬ 将在长期降低其进行预防性储蓄的

动力ꎬ 带来更高的全球利率水平 (Ｎａｂａｒꎬ ２０１１)ꎮ

• 资本流入能够在自由化初期仍占据主导地位ꎬ 形成资本繁荣的

周期ꎬ 繁荣的结果是直接通过经济活动和贸易链产生巨额的溢出效应ꎮ

• 自由化可能会改变当地人民币的角色扮演ꎮ 资本账户放开和汇

率灵活性的增加有助于中国分散风险和货币政策自由化ꎬ 但是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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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可能更复杂ꎮ 中国的固定汇率在过去金融动荡时期成为本国经济

的稳定器ꎬ 比如在 ２０ 世纪末期亚洲金融危机时期ꎬ 帮助遭受危机的国

家更快地重塑竞争力ꎮ 人民币更大的灵活度和资本流动带来的潜在波

动都需要该地区的政策反应更及时、 更有效ꎮ 除此之外ꎬ 人民币国际化

的进一步深入将会加强中国政策和国内动荡的传导性ꎮ

其他资本流动的中长期推动力

中国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在中长期内依然是影响资本流动规模

和方向的主要因素ꎬ 但其他因素也在起着作用ꎬ 包括:

• 金融发展———不同金融部门深化的速度和格局的差异会导致国

内和海外金融资产的供需变化ꎮ 因此那些居住在金融市场发展相对落

后的亚洲经济体的居民ꎬ 由于国内金融产品的供给有限ꎬ 对金融深化的

市场工具会有更大的需求ꎮ 但是ꎬ 随着当地的金融市场发展ꎬ 这种对国

内外资产的供需格局会变化ꎮ① 类似地ꎬ 随着当地市场的深化以及流动

性的增强ꎬ 海外投资者将会增加亚洲金融产品的需求ꎮ 比如ꎬ 自 ２１ 世

纪前十年开始ꎬ 随着当地债券市场的发展ꎬ 亚洲债券的海外持有量开始

增加 (参见第 ５ 章)ꎮ

• 金融一体化———一系列倡议旨在完善区域金融市场ꎬ 促进亚洲

一体化ꎬ 这些包括东盟和 “东盟 ＋ 中日韩” 的区域经济监管进程、 清

迈倡议、 亚洲债券市场倡议和亚洲债券基金倡议ꎮ 一体化的推动力在东

盟地区十分强劲 (参见第 ９ 章)ꎮ 跨境金融监管的发展将会影响该地区

资本流动的格局ꎮ

• 储蓄率和人口结构———较高的经济赡养人口比重一般与较低的储蓄

率并存ꎬ 进而对经常性账户余额和资本流动产生影响 (Ｈｉｇｇｉｎｓꎬ １９９８ꎻ ＩＭＦꎬ

２００８)ꎮ 亚洲的人口趋势差异在逐渐扩大ꎬ 人口老龄化变得严重ꎬ 尤其是中

国、 日本和韩国 (参见第８ 章)ꎬ 这一现象将对资本流动产生影响ꎮ

６６２ 亚洲金融的未来

① 有关金融发展和资本流动的关系的理论模型提到此类观点ꎬ 参见 Ｃａｂａｌｌｅｒｏꎬ Ｆａｒｈｉ 和 Ｇｏｕｒｉｎ￣
ｃｈａｓꎬ ２００８ꎮ



政策影响: 在资本流动中追求红利ꎬ 抵御风险

尽管很难预测这些因素将如何相互作用ꎬ 以及最终结果将会如何ꎬ 但

一些重要因素将在中短期影响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格局ꎮ 由于未来区域增长的

强劲势头将会持续ꎬ 金融开放度在增加ꎬ 资本市场不断深化ꎬ 亚洲依然将

接受大规模资本流动ꎮ 资本流动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动ꎬ 波动性将会持续ꎮ

尽管这些资本运动可能会给亚洲带来新的融资机遇ꎬ 但也会创造挑战ꎮ

大量资本流入将会助推资产价格上涨ꎬ 增加信贷扩张ꎬ 导致一些部

门之间的失衡ꎮ 这些流入资本能够为汇率带来升值预期ꎬ 削弱竞争力并

可能对公司和家庭部门产生货币风险ꎮ 除此之外ꎬ 资本流动的波动性可

能带来繁荣—衰退周期 ( ＩＭＦꎬ ２０１１)ꎮ 因此ꎬ 一系列的工具将用来抵

御风险能力ꎬ 并且从中获取红利ꎮ 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防范风险和

控制资本流动波动性很重要ꎮ 稳健的宏观审慎政策包括有效监管和实

施ꎬ 对保护个体金融机构避免其受到动荡影响起着重要作用ꎮ 但是ꎬ 在

过去ꎬ 这些政策工具都难以抵抗系统性风险ꎮ 因此ꎬ 亚洲和其他地区的

政策制定者在不断使用政策工具来应对系统性市场脆弱性ꎬ 这些政策

在亚洲是否有效? 在未来是否会起作用?

亚洲宏观审慎政策经验

Ｚｈａｎｇ 和 Ｚｏｌｉ (２０１４) 以 ２０００ 年起的 １３ 个亚洲经济体和 ３３ 个其他

地区的经济体作为样本进行研究ꎬ 发现亚洲使用与房屋相关的宏观审

慎政策的频率很高ꎬ 尤其是贷款价值上限 (贷款 /房屋价值)ꎮ 事实上ꎬ

亚洲在这方面的努力远远超出其他地区ꎮ 在亚洲和其他地区ꎬ 存款准备

金率要求的变动也很常见ꎬ 说明这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之一ꎮ① 但是其他

流动性工具ꎬ 比如贷款限额、 动态准备金制度②、 消费者贷款限制却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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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储备要求在一些文献中被列为货币政策工具 (比如ꎬ ＩＭＦꎬ ２０１３Ｃ)ꎮ
动态准备金制度要求处于商业周期上升阶段时ꎬ 要建立储备金保护制度ꎬ 在商业不景气时

可以用来释放救济ꎮ



少在亚洲使用ꎮ 相比于中东欧地区、 外币借款现象普遍的独立国家联合

体以及拉丁美洲ꎬ 亚洲较少使用限制外币交易的政策措施ꎬ 亚洲只有小

部分地区采取基于居住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ꎮ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ꎬ 亚洲地区各国在使用政策工具方面差异性很大ꎬ

因为亚洲经济体在维护金融稳定中面临着不同的风险ꎮ 新西兰引入核

心资本最低要求ꎬ 修改其宏观审慎框架来引入逆周期缓冲资本要求ꎬ 包

括部门资本要求、 贷款价值限制ꎮ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主要是

依靠房地产相关政策ꎮ 在韩国ꎬ 除了房地产相关政策ꎬ 政策当局对银行

非储蓄性的外币负债征税ꎬ 并且对银行持有的外汇衍生品头寸提出了

上限ꎮ 中国和印度一直以来频繁使用存款准备金制度 (作为一种货币

政策工具)ꎮ 在东盟经济体中ꎬ 国内审慎工具和外汇存款准备金要求都

有所使用ꎮ 资本流动的政策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有实施ꎬ 印度尼西亚

对持有央行票据的最低期限有要求ꎬ 泰国对非居民投资者收税ꎮ

为了更好地了解亚洲和其他地区宏观审慎和资本流动管理政策的发

展和历史演变ꎬ 本文构建了两个指数———一个反映了宏观审慎政策ꎬ 另

一个反映资本流动政策ꎮ① 基于这些指数ꎬ 发现可能存在结构性的宏观审

慎政策的紧缩ꎬ 在亚洲地区尤为明显 (图 １０ ８)ꎮ 宏观审慎政策在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０７ 年金融危机前期繁荣时期使用频率很高ꎬ 以及金融危机后ꎬ 随

着资本流动回到本地区和资产价格膨胀ꎬ 该政策再次被使用ꎮ 相反ꎬ 亚

洲经济体开始收紧基于居住地的资本流动政策或者抑制外币交易的政策ꎮ

实证研究对 ２０００ 年一季度到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

流动管理政策的效率进行分析ꎬ 发现与房产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对降

低该地区的信贷增长、 房屋价格上涨和银行杠杆率起到了作用 (Ｚ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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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构建这些指数ꎬ 首先需要使用一个简单的二进制编码的数字变量来表示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

流动措施的变化ꎬ １ 为紧缩的行为ꎬ －１ 为宽松政策ꎮ 然后ꎬ 这些虚拟变量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计算ꎮ 宏观

政策指标集合了房地产及非房地产审慎政策ꎬ 而资本流动指标概述了关于抑制外币交易和居住地资本

流动管理办法的相关政策ꎬ 其中考虑了宏观政策和资本流动之间有重合ꎮ 除此之外ꎬ 希望可以忠实依

据 ＩＭＦꎬ ２０１２ａ 和 ＩＭＦꎬ ２０１３ｂ 中提到的两个指标概念来进行构建ꎮ



和 Ｚｏｌｉꎬ ２０１４)ꎬ① 房地产相关政策如贷款价值上限和房地产税等都效果

显著ꎮ 一般来说ꎬ 在亚洲ꎬ 紧缩的房地产政策将会在一个季度后降低信

贷增长 ０ ７ 个百分点ꎬ 一年后降低 １ ５ 个百分点ꎮ 政策对房价上涨的影

响是很大的ꎬ 房地产相关政策的紧缩预计在一个季度后会降低增长率

的 ２ 个百分点ꎮ

其他非房地产的国内宏观审慎政策、 抑制外币交易的政策和基于

居住地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可能不一定对亚洲地区的贷款、 杠杆率和

房价增长以及证券交易有深远影响ꎮ 除此之外ꎬ 这些政策可能影响金融

系统的风险分布以及对系统性风险的抵御能力ꎮ 比如ꎬ 外汇相关的宏观

审慎政策能够保证银行系统中货币、 期限和流动性的错配ꎬ 且不影响贷

款增长和资产价格ꎮ 比如ꎬ 外汇相关的政策能够减少韩国短期海外借贷

带来的市场脆弱性 (专栏 １０ ３)ꎮ 但是宏观审慎政策也有成本ꎬ 主要是

高昂的中介费和对长期产出的影响 (Ａｒｒｅｇｕｉ 等人ꎬ ２０１３)ꎮ

专栏 １０ ３　 韩国汇率相关的宏观审慎政策

韩国一直以来都容易受到资本流动的逆转ꎬ 主要是由于银行部门

短期借贷导致的期限错配额和外汇流动性问题ꎮ ２００８ 年第三季度韩国

短期外债总额达 １ ６００ 亿美元ꎬ 从 ２００６ 年第一季度的 ６００ 亿美元急速

增长ꎬ 但是在雷曼兄弟倒闭的后四个月ꎬ 将近 ７００ 亿美元流出ꎮ 金融

危机期间韩国的资本流动波动幅度比其他国家都高 (Ｒｅｅ、 Ｙｏｏｎ 和

Ｐａｒｋꎬ ２０１２)ꎮ

为了降低短期海外借款的风险性ꎬ 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开始ꎬ 韩国采取

一系列宏观审慎政策ꎬ 包括银行海外衍生品头寸的限制和为维护金融

９６２第 １０ 章　 资本流动: 展望未来

① 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试图以不同地区的国家为样本来检测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ꎬ 发现一些

独立的宏观审慎政策如贷款价值上限、 贷款收入比和保证金要求ꎬ 对抑制信贷需求过剩和资产价格

增长很有效ꎮ 其他研究为宏观政策能够维持信贷繁荣提供了翔实的证据ꎮ



资料来源: 韩国银行和 ＩＭＦ 计算ꎮ

图 １０ ３ １　 韩国: 宏观审慎政策和银行外汇负债

稳定对非核心海外负债收税ꎬ 前者是为了降低久期和减少货币错

配现象ꎬ 上限是依据信贷周期而不断调整的ꎬ 稳定税是对银行非核心

外币负债征税ꎬ 同样也是可调整的并且当资本流动急速增长ꎬ 即增速

超过 ５０ 个基点ꎬ 对金融稳定产生威胁时ꎬ 该政策可用做逆周期工具ꎬ

其利润归属外汇稳定基金ꎬ 与政府财政分开账户ꎬ 作为金融危机的缓

冲器ꎮ 其他重要的措施包括外币贷款限制和审慎管理来加强金融机构

的外汇风险管理ꎮ

尽管韩国使用这些政策工具的范围有限ꎬ 早期研究发现这些工具

在面对外部资金冲击以及削弱顺周期借贷方面都有一定的效果ꎮ 银行

短期净外债包括外资银行分支机构ꎬ 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的 １ ５３０ 亿美元逐

渐跌到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的 １ ２６０ 亿美元ꎬ 并且短期外债比例持续下降ꎬ

到 ２０１２ 年底降到了 ３０ ６％ ꎬ 继 ２００８ 年三季度达到峰值 ５１ ９％ (图

１０ ３ １)ꎮ 韩国实施稳定税后ꎬ 其资本流入对全球经济状况的敏感度

相对降低 (Ｂｒｕｎｏ 和 Ｓｈｉｎꎬ ２０１２)ꎮ 由于外债久期的增加ꎬ 国内银行的

延期风险也会下降 ( ＩＭＦꎬ ２０１２ａ)ꎮ 汇率对恐慌指数的敏感度也会下

降ꎬ 说明外汇流动性错配在降低 (Ｒｅｅꎬ Ｙｏｏｎ 和 Ｐａｒｋꎬ ２０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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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ＣＥＥ / ＣＩＳ ＝ 中东欧和独立国家联合体ꎮ

②该指数整合了房地产相关政策、 信贷措施、 准备金要求、 动态准备金和核心资金比例ꎮ 各国

家之间的简单平均数ꎮ

资料来源: ＩＭＦ 计算ꎮ

图 １０ ８　 各地区宏观审慎政策和资本流动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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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宏观审慎政策能够防范亚洲金融风险的累积ꎬ 未来将在管理

资本动荡带来的系统性风险中起到重要作用ꎮ 但是该地区现存宏观政

策框架将如何进一步加强? 其中一个问题是ꎬ 在资产价格下降、 信贷增

长放缓或者资本流动逆转时ꎬ 宏观审慎政策如何操作ꎮ 尽管宏观审慎政

策在逆周期的情况下可能会有所放松ꎬ 比如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金融危机发

生时ꎬ 但是大部分情况还是需要知道在金融周期转变时ꎬ 政策何时或者

如何调整ꎮ 尽管如此ꎬ 当金融环境处在下行区间时ꎬ 需要放松宏观审慎

政策来避免过度去杠杆ꎮ①

基于这样一个背景ꎬ 需要考虑逆周期资本监管和动态准备金制度

的施行ꎬ 这在亚洲基本很少出现ꎬ② 它们对于高波动性的环境来说是十

分必要的工具ꎬ 因为它们是在经济上行期间特殊设计、 为经济下行期间

作缓冲准备的ꎮ 即使很少有文献证明它们的有效性ꎬ 这些工具确实是在

增强风险抵抗能力和预测监管变化方面十分有效ꎮ③

除了宏观政策和宏微观审慎措施ꎬ 其他政策倡议也在加强亚洲抵

御风险和处理资本流动波动性的能力ꎮ 发展当地货币债券市场的不懈

努力将会进一步降低短期波动性较高的资本流入ꎮ 加强合作机制ꎬ 比如

清迈倡议ꎬ 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ꎬ 增强区域间的监督机制将会改善亚洲

对资金冲击的防范抵御能力ꎮ

资本配置到更有效的部门

尽管资本流动带来政策挑战ꎬ 但它们却能够为亚洲带来巨大福利ꎬ

它们能为国内生产效率高的投资项目融资ꎬ 推动金融市场发展ꎬ 加强全

球风险承担ꎬ 协助技术转移 (比如通过外商直接投资)ꎬ 促进贸易发展

和促进更多消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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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理论上来说ꎬ 宏观审慎政策是逆周期工具ꎬ 需要当金融系统中出现顺周期摩擦、 加剧周期

波动性时ꎬ 使用宏观审慎政策来进行调节 (比如 Ａｎｇｅｌｏｎｉ 和 Ｆａｉａꎬ ２０１３ꎻ ＮＤｉａｙｅꎬ ２００９)ꎮ
中国在 ２０１０ 年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制度ꎬ 新西兰在 ２０１３ 年推出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ꎮ
除了理论如数值模拟演习和评估ꎬ 关于反周期的资本金要求机制实际是如何运作的实证研

究是很少的ꎮ 吉梅内斯等人 (２０１２) 提供一些经验证据是关于西班牙动态配置的有效性的ꎮ



资本流动能够为当地两个重要问题融资ꎬ 一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

难问题ꎬ 二是基础设施融资问题ꎮ 将资本配置到更有效的部门需要继续

发展债券和股票市场ꎬ 其中包括加强并且完善债券和股票发行中的信

息披露制度ꎬ 提高发行者的透明度ꎬ 比如通过统一的报告和范围更广的

信用评级ꎬ 加强中央清算制度来减少对手风险ꎬ 以及巩固法律和监管框

架和公司治理 (第 ５ 章)ꎮ

结论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亚洲资本流动规模大且波动性大ꎬ 为政策制定者

带来了机遇和挑战ꎮ 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期ꎬ 该地区的净资本流动

主要受高 ＧＤＰ 增长率 (相比于美国的增长率来说是位于较高水平的)、

美国利率和消费者风险偏好带动的ꎬ 这些因素将会继续发挥作用ꎮ 美国

货币政策在中短期内仍然对资本流动产生影响ꎮ 在这一时间框架下ꎬ 日

本央行的 ＱＱＥ 计划也会影响该地区的资本流动ꎬ 主要是通过证券重组

和银行跨境借贷ꎮ 在中长期ꎬ 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将会对资本流动格局

产生深远影响ꎮ 金融市场发展、 金融一体化和储蓄结构改变都将持续影

响着亚洲地区的资本流动ꎮ

所有的这些因素都将会带来资本流动的波动性ꎬ 这要求政策制定

者采取事前措施ꎮ 宏观经济和微观审慎政策将有效加强风险防范能力ꎬ

但是宏观审慎政策同样可以缓解系统性风险ꎮ 实证分析发现亚洲的宏

观经济政策更多是积极影响ꎬ 目前宏观审慎工具在未来将会继续加强ꎬ

采取拟周期资本要求和动态准备金制度ꎬ 这些政策看似都能够加强金

融环境恢复力以及对冲击的反应力ꎮ 继续培育债券和股票市场的政策

措施将会帮助资产配置到更有效的部门中ꎮ

附录 １０ １　 后亚洲危机时代亚洲资本流动推动力的实证分析

一系列的实证研究分析了美国利率和美联储 ＱＥ 计划对发达和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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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体的资本流动的影响ꎬ 但是并未主要针对亚洲地区ꎮ 在最近的研究

中ꎬ ＩＭＦ (２０１１) 发现美国利率上涨对净资本流动有反作用ꎬ 当利率变

动超出预期时这种关系尤为明显ꎮ Ｆｒａｔｚｓｃｈｅｒꎬ Ｌｏ Ｄｕｃａ 和 Ｓｔｒａｕｂ (２０１３)

发现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的净流入的影响稳定ꎬ 但相对于

其他因素影响较弱ꎮ Ａｈｍｅｄ 和 Ｚｌａｔｅ (２０１３) 实证分析发现美国非常规

货币政策对新兴市场的净流入并无显著影响ꎮ

与之前的文献不同ꎬ 本章的模型关注点在亚洲经济体ꎮ 该模型是面

板时间固定效应模型ꎬ① 因变量是净资本流动ꎬ 以 ＧＤＰ 百分比表示ꎬ 解

释因素包括国内短期利率、 国内实际 ＧＤＰ 增长率、 美国实际 ＧＤＰ 增长

率 (或者国内和美国增长率差距)、 美国短期利率、 恐慌指数 (作为反

映投资者风险偏好的指数)、 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动、 还有一个虚拟变

量ꎬ 当美联储实施 ＱＥ 政策时为 １ꎮ 回归结果见附录表 １０ １ꎮ

表 １０ １ 回归结果: 亚洲资本流动的决定因素

因变量

净资本流动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资本流入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国内利率滞后项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４ ０ ４ ０ ３

Ｐ 值 ０ ４ ０ ４ ０ ４ ０ ２ ０ ２ ０ ３

美国短期利率滞后项 － ０ ３ － ０ ３ － ０ ３ － ０ ２ － ０ ２ － ０ ２

Ｐ 值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０ ５ ０ ６

ＶＩＸ 滞后项 － ０ １ － ０ １ － ０ １ － ０ ４ － ０ ４ － ０ ５

Ｐ 值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ＱＥ 变量 １ ０ １ ０ ０ ９ ３ ０ ３ ０ ２ ３

Ｐ 值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１ ０ ２

国内经济增长滞后项 ０ ２ ０ ２ １ ８ １ ８

Ｐ 值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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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面板时间固定效应模型是为了控制各国机构特征不变 (比如机构质量和资本流动限制)ꎬ
这些固定效应多余时ꎬ 会拒绝原假设ꎮ



续表

因变量

净资本流动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资本流入占 ＧＤＰ 的百分比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美国经济增长滞后项 ０ ０ ０ ０ － ０ ９ － ０ ９

Ｐ 值 １ ０ ０ ９ ０ ０ ０ ０

增长差异滞后项 ０ ２ １ ７

Ｐ 值 ０ ０ ０ ０

Ｄ (ＮＥＥＲ) 滞后项 ０ １ ０ ０

Ｐ 值 ０ １ ０ ０

Ｒ２ ０ ５ ０ ５ ０ ５ ０ ６ ０ ６ ０ ６

注: ＮＥＥＲ ＝ 名义有效汇率ꎻ ＱＥ ＝ 量化宽松ꎻ ＶＩＸ ＝ 恐慌指数ꎮ
资料来源: ＩＭＦ 整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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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１１ 章　 全球监管新环境下运营

里纳巴塔查里亚ꎬ
詹姆士Ｐ 沃尔什和阿迪蒂亚纳拉因

本章主要内容

• 在广泛而有力的监管下ꎬ 尽管存在一些问题ꎬ 亚洲银行资本化

和流动性的程度依然在提高ꎮ

• 大多数国家的危机管理体系已经比较完备ꎬ 但是银行问题的解

决依然存在隐患ꎮ

• 在亚洲ꎬ 一些机构被认为是十分重要的ꎬ 政策制定者必须重视

这些机构产生的问题ꎬ 这个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这些地区缺少

全球性的金融机构ꎮ

• 将监管的界限拓展到非银行借贷领域变得尤为重要ꎬ 尤其是快

速发展的影子银行等ꎮ

• 从全球监管改革日程表里外溢的部分很有可能会被逐渐包含

进去ꎮ

介绍

亚洲有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和部门ꎮ 这个地区包含一些发达的经

济体 (日本、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ꎬ 还有国际金融中心 (新加坡和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ꎬ 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 (中国、 印度、 马来西亚和泰

国)ꎮ 日本和中国有全球性的重要金融监管机构ꎬ 日本有三个ꎬ 中国有



两个ꎬ 其他国家有地区性的类似机构ꎬ 并且阻止负面影响蔓延到其他经

济实体ꎮ 成功的监管和监督框架的前提条件差别很大ꎬ 但是也有地区性

的相似点存在ꎮ

这些相似点中共同的部分是对金融危机的反应ꎮ 正如在第 ５ 章中讨

论的那样ꎬ 亚洲金融危机对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在危机之后ꎬ

该地区自发执行金融监管和监督ꎬ 这使得这个地区的经济在全球金融

危机期间更有弹性ꎬ 而且现在新的风险识别和全球监管改革议程正在

进行ꎮ

这项议程中走在前沿的是 «巴塞尔协议Ⅲ» 中的新要求ꎬ 亚洲国

家已经开始采纳并遵循这些要求ꎮ 表面上看来ꎬ 那些在资本化和流动性

方面比较好的银行执行新要求的困难不大ꎬ 但是事实上ꎬ 要建立起完善

的风险管理框架并且满足对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加速需求对一些体系

和机构来说是一种挑战ꎮ 其他地区新监管的施行也会对亚洲产生一定

的溢出效应ꎮ

即使在本地ꎬ 亚洲增长模型的本色和成功也已经有了新的挑战ꎮ 更

加深入和复杂的金融部门意味着更大的系统风险ꎬ 并且ꎬ 亚洲前期金融

发展混乱的经历使得这个地区变成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领导者ꎮ 随

着世界一体化ꎬ 在亚洲或者其他地区已经降低了成本、 分散了风险ꎬ 然

而ꎬ 这也提高了在危机来临时监管方面跨界合作的要求ꎮ

更大的财政部门会带来更大的金融机构ꎮ 现已出现的以及即将出

现的地区性金融领导者会与极其重要的银行领域相碰撞ꎬ 银行领域是

一个亚洲及其他地区监管机构都很难缓和风险的领域ꎮ 在另一个极端ꎬ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多元快速发展使得互联性和复杂性提高ꎬ 这是另外

一个新产生的挑战ꎮ 与此同时ꎬ 银行监管愈发严格ꎬ 这意味着监管的边

界要重新思考ꎮ

这一章探索了这些问题ꎮ “亚洲银行业” 评估了亚洲银行监管的框

架ꎬ 并且着眼于未来提高稳定性、 使地区发展与全球发展相一致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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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ꎮ “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着眼于系统性金融危机和宏观审慎政

策ꎬ 并且 “非银行问题” 着眼于非银行机构的角色转换和监管的优先性ꎮ

亚洲银行业

亚洲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的金融危机ꎬ 以及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０９ 年的

全球金融危机对加强地区性银行的监管和兼顾产生了影响:

• 亚洲金融危机激起了很多亚洲经济体ꎬ 这其中既包括新兴市场

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ꎬ 他们的出现是为了着手金融机构改革ꎮ 被鉴别出

的监管和监督方面的不足通过新的法律和机构被完善ꎬ 政策措施也被

采取ꎬ 来加强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ꎬ 监管部门被赋予了更高的权力来干

涉和引导现场内外的常规审核ꎮ

• 全球金融危机后ꎬ 许多新兴经济体也开始着手升级和改善它们

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公共建设 (第 ５ 章)ꎮ 亚洲有些国家受到这次金

融危机的直接影响很小 (如中国和斯里兰卡)ꎬ 他们通过已经存在的审

慎标准和重新构建监督流程提高了监督的质量和时间性ꎮ 一些国家改

革了他们的法律框架ꎬ 将监督权力部门进行了分类ꎮ 一些国家设法对其

金融基础设施进行改善ꎬ 例如建立存款保险和借贷注册ꎮ 因此ꎬ 亚洲新

兴经济体的银行业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时会更有优势ꎬ

从而受到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更小ꎮ

• 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发达经济体的影响比对亚洲新兴经济

体的影响要大得多ꎮ 在发达经济体中ꎬ 金融机构 “大而不能倒” 的问

题占据了重要的地位ꎬ 国内管制方面的变化反映了其他发达经济体的

发展ꎮ 例如ꎬ 日本和澳大利亚银行业拓展了他们在亚洲的跨地区借贷业

务来减少债务ꎮ

与此同时ꎬ 亚洲是全球首先发起监管和监督改革的一部分地区之

一ꎮ 主要表现在ꎬ 首先执行 «巴塞尔协议Ⅲ» 的资本管制ꎻ 通过管理

资源和提高监督独立性来加强审慎监督ꎻ 使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更加稳

８７２ 亚洲金融的未来



妥ꎻ 发展和施行有效的国内和跨境管理体制ꎬ 尤其是对于重要的系统性

金融机构ꎻ 通过更多的跨境合作促进直接交易衍生品改革的施行ꎻ 提高

影子银行的监管ꎮ

资本和流动性

大部分亚洲国家已经采取或者准备采取措施来全面执行 «巴塞尔

协议Ⅲ» 中的对于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ꎮ «巴塞尔协议Ⅲ» 分阶段性安

排了银行资本的三个等级ꎮ 第一个等级 (包括 ２ ５％ 的缓冲资本)ꎬ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之前风险加权资产的权重至少达 ８ ５％ ꎬ 并且普通股占风险

加权资产的比例至少达 ７％ ꎮ 除此之外ꎬ «巴塞尔协议Ⅲ» 要求反周期

超额资本达到风险加权资本的 ２ ５％ ꎮ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最新进程报告表明ꎬ 很多亚洲经济体已

经开始施行 «巴塞尔协议Ⅲ» 的资本方面的要求 (表 １１ １ 和表 １１ ２ꎻ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ꎮ 到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为止ꎬ 所有报告的亚洲国家都

已经合法采纳了最终版 «巴塞尔协议Ⅲ» 的资本监管要求ꎮ 巴塞尔银

行监管委员会目前也在通过第二级监管评估项目来评估其成员执行协

议的质量ꎮ 日本和新加坡的监管权威机构已经改善了他们的国内监管ꎮ

表 １１ １ 巴塞尔框架的施行情况

国家

发达经济体

澳大利亚
草案实施于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 «巴塞尔协议Ⅲ» 流动性要求

最终规则实施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发布的 «巴塞尔协议Ⅲ» 资本要求

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

草案实施分别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和 ８ 月发布的巴塞尔协议Ⅲ的资本要求和相关的信息披

露要求

日本
实施 «巴塞尔协议Ⅲ»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除了将在 ２０１５ 年或者 ２０１５ 年发布的资本超额

需求和反周期缓冲)

新西兰 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开始实施 «巴塞尔协议Ⅲ»

新加坡 最终规则实施发表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的 «巴塞尔协议Ⅲ»

韩国 草案实施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出版的 «巴塞尔协议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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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新兴经济体

孟加拉国 准备自 ２０１４ 年起实施 «巴塞尔协议Ⅲ»

中国
结合 «巴塞尔协议Ⅱ»ꎬ ２ ５ 和Ⅲ的新资本规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发布ꎬ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

正式有效

印度 最终规则实施 «巴塞尔协议Ⅲ» 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发布ꎬ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

印度尼西亚
关于 «巴塞尔协议Ⅲ» 的文件ꎬ 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发布ꎬ 其中包含草案实施 «巴塞尔协

议Ⅲ» 的相关内容

马来西亚
打算按照 ＢＣＢＳ 执行 «巴塞尔协议Ⅲ» 的时间表ꎬ 将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在 ２０１３ 年

到 ２０１９ 年期间分阶段实施

菲律宾
菲律宾中央银行批准遵循２０１３ 年１ 月修订的 «巴塞尔协议Ⅲ» 中资本标准的指导方针ꎮ
全能型和商业性银行要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之前达到标准

斯里兰卡
打算按照 ＢＣＢＳ 执行 «巴塞尔协议Ⅲ» 的时间表ꎬ 将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在 ２０１３ 年

到 ２０１９ 年期间分阶段实施

中国台湾地

区

打算按照 ＢＣＢＳ 执行 «巴塞尔协议Ⅲ» 的时间表ꎬ 将资本和流动性的要求在 ２０１３ 年

到 ２０１９ 年期间分阶段实施

泰国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起实施 «巴塞尔协议Ⅲ» 资本充足率要求

越南 部分实施 «巴塞尔协议Ⅰ»ꎬ 目前没有明确地实施 «巴塞尔协议Ⅲ» 的计划

资料来源: 国际清算银行ꎻ 各个国家中央银行报告和声明ꎮ

表 １１ ２ 巴塞尔资本进程指数ꎬ ２０１４ 年

国家

巴塞尔协议

Ⅱ

巴塞尔协议

２ ５

巴塞尔协议

Ⅲ

规则 实施 规则 实施
规则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总计 (最大值 ＝ ４８)

(６) ＝ (１) ×

(２) ＋ (３) × (４)

巴塞尔资本进程

指数 (巴塞尔

协议Ⅲ和 ２ ５)

(７) ＝ (６) / ４８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澳大利亚 ４ ６ ４ ６ ２ ４ ４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中国 ４ ６ ４ ６ ２ ４ ４８ ０ ６７ １ ００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４ ６ ４ ６ ２ ４ ４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印度 ４ ６ ４ ６ ２ ４ ４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印度尼西亚 ４ ６ ２ ４ １ ４ ３２ ０ ３１ ０ ６７

日本 ４ ６ ４ ６ ３ ４ ４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韩国 ４ ６ ４ ６ １ ４ ４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新加坡 ４ ６ ４ ６ ２ ４ ４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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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家

巴塞尔协议

Ⅱ

巴塞尔协议

２ ５

巴塞尔协议

Ⅲ

规则 实施 规则 实施
规则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总计 (最大值 ＝ ４８)

(６) ＝ (１) ×

(２) ＋ (３) × (４)

巴塞尔资本进程

指数 (巴塞尔

协议Ⅲ和 ２ ５)

(７) ＝ (６) / ４８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参照国

美国 ４ ６ ４ ６ ２ ４ ４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英国 ４ ６ ４ ６ １ ４ ４８ ０ ３６ １ ００

欧盟 ４ ６ ４ ６ ２ ４ ４８ １ ００ １ ００

注: ２０１２ 年 ＢＣＢＳ 和 ２０１４ 年 ＢＣＢＳ 的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数据是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底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底的ꎮ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人员基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估计 (２０１２ꎬ ２０１４)ꎮ

日本和新加坡已经修订了他们国内的规则ꎬ 对 «巴塞尔协议Ⅲ» 框

架的实施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中国在这方面的初步结果十分鼓舞人心ꎬ 迄

今为止ꎬ 中国及时纠正 ＲＣＡＰ 报告发现的问题ꎬ 而且监管改革仍在继续ꎮ

然而ꎬ 一些亚洲国家的工业部分采取内部模型来计算监管资本的

行动需要放缓ꎬ 因为在最近的跨国研究中发现了一些问题ꎮ ＲＣＡＰ 报告

在各大银行的平均风险加权资本中发现了相当大的变化ꎬ 这一显著发

现是资产组合差异所不能解释的ꎮ 因为改革而带来的更高资本要求可

能会增加银行使用更先进内部评级方法的动机ꎬ 而不再使用标准的方

法ꎬ 以达到在相同的资产负债表中降低风险权重的目的ꎮ 或者ꎬ 银行有

可能重建业务线ꎬ 主要向着更多能够留存风险加权资产的非传统银行

业活动ꎬ 尤其是那些需要加强监督的活动ꎮ

实施 «巴塞尔协议Ⅲ» 流动性和杠杆率的要求可能更具挑战性ꎮ

这可能对于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的国家和缺乏用于计算流动资产流动

性覆盖率和净稳定融资比率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国家更是如此ꎮ 此

外ꎬ 如果银行使用外币资产来弥补国内货币的流动资产不足ꎬ 外汇风险

可能会增加ꎮ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几种方法解决优质流动性资产稀缺

的问题ꎬ 包括允许银行签订合同来获取流动性工具ꎬ 这些提高流动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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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由相关中央银行提供ꎬ 并收取一定费用ꎬ 例如ꎬ 澳大利亚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引入了类似工具ꎮ 收费的方法会给监督者一个方案ꎬ 以允许银

行持有的货币形式流动资产与相关的货币流动性风险不完全匹配ꎬ① 或

允许银行持有额外的二级资产 (如公司债券)ꎮ 然而ꎬ 这些用来解决优

质流动性资产稀缺问题的方法可能会使银行暴露在更高的市场、 信贷

风险和外汇风险中ꎮ

总体而言ꎬ 全球监管改革对亚洲的贷款利率影响不大ꎮ 如这章中概

述的ꎬ 在全球监管改革之后ꎬ 更高的资本和流动性安全要求将导致银行

运营成本的增加ꎮ 然而ꎬ 从提高贷款利率的角度来看ꎬ 这些新增加的安

全要求会提高多大成本是存在争议的ꎮ② 艾略特、 Ｓａｌｌｏｙ 和桑托斯

(２０１２) 发现这比先前的研究造成的影响要小得多ꎬ 部分原因是假设安

全改善了之后ꎬ 股票投资者将会降低他们对回报率的期望值ꎬ 并且银行

会采取措施来降低监管改革带来的成本 (图 １１ １)ꎮ 平均来看ꎬ 在亚洲

监管改革对银行借贷利率的预计影响相对较小ꎮ

有证据表明ꎬ 亚洲的合作性和地区性银行的金融基础不如商业性

银行稳固ꎬ 营利性也比商业银行要差一些ꎮ 缺乏稳定性是反映在最近公

布的亚洲金融部门评估项目 (该国) 报告中的压力测试结果ꎬ 包括澳

大利亚的金融系统稳定性评估ꎮ③ 然而ꎬ 也有一些例外ꎮ 例如ꎬ 一些日

本地区性银行受到核心盈利能力的影响很小ꎬ 相对较弱的资本状况和

较大的时间差距使它们特别容易受到缓慢增长和市场产出的冲击ꎮ 在

新兴市场中ꎬ 印度的 ＦＳＳＡ 指出ꎬ 尽管压力测试已经确认ꎬ 商业银行承

２８２ 亚洲金融的未来

①
②

③

假设由此产生的货币不匹配位置都是正当的ꎬ 并且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由主管同意ꎮ
例如ꎬ 国际金融协会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１) 提出的 «巴塞尔协议Ⅲ»

(Ｂａｓｅｌ Ⅲ) 的项目改革在 ２０１２ 年到 ２０１９ 年间ꎬ 在美国将增加贷款利率 ２４３ 个基点ꎬ 在欧洲增加 ３２８
个基点ꎬ 在日本增加 １８１ 个基点ꎮ 相比之下ꎬ Ｓｌｏｖｉｋ 和 Ｃｏｕｒｎｅｄｅ (２０１１)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项目认为ꎬ 在五年的过渡期内ꎬ 贷款利率在美国只会上升 ６４ 个基点ꎬ 在欧洲 ５４ 个基点ꎬ
在日本 ３５ 个基点ꎮ

ＦＳＳＡ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报告ꎬ 包括一些与特定国家金融稳定问题 (而不是金融发

展) 相关的细节ꎮ



图 １１ １　 各类研究对贷款利率的影响 (基点)

受冲击的范围更广、 能力更强ꎬ 但这是明显不适合多数的非商业银行

(尤其要关注目标客户是已经享有服务的农村和城市人口的区域农村合

作银行和信贷机构)ꎮ 银行业在菲律宾存在着范围广泛的宏观经济风

险ꎬ 但储蓄机构、 合作社和农村银行的资产质量相对较差ꎬ 规定也不够

严格ꎮ 孟加拉国商业银行的压力测试表明信贷风险是一个很严峻的

问题ꎮ

有关方法的技术细节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ＩＭＦ) ２０１２ 的附

录 ３ 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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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管理和解决

亚洲 ＦＳＡＰ 最近的一些报告中体现出的另一个优势是强健的危机管

理框架ꎮ 例如ꎬ 日本已经开发了一个强健并且经过时间考验的危机管理

框架ꎮ 马来西亚、 印度和泰国有健全的危机管理框架ꎬ 来迅速协调地应

对危机ꎮ 泰国央行的应急计划和业务连续性框架也是很先进的ꎮ 相比之

下ꎬ 印度尼西亚认为重要的差距仍然主要存在于危机管理和处理问题

银行上ꎬ 仅靠监管权力干预和破产保险公司是不够的ꎬ 自那时以来ꎬ 印

度尼西亚当局采取措施改善他们的及时纠正操作框架ꎮ 在中国ꎬ 急需一

个强健的框架来解决较弱金融机构的问题ꎮ 在泰国ꎬ 处理不良资产的进

度较慢ꎬ 必须要向着一个更加透明并且定义更加明确的方向努力ꎬ 来解

决金融机构问题ꎮ

银行决议框架呈现喜忧参半的局面ꎮ 新加坡坚实的法律危机管理

框架包括一个出色的解决机制ꎬ 这个机制将工具和责任分别分配到几

个公共机构ꎬ 并且具有良好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安排ꎮ 然而在泰国ꎬ ＦＳ￣

ＳＡ 针对处理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的步伐较慢问题进行了评论ꎬ 并

且对推进更加透明且定义清晰的进程来解决金融机构的问题也进行了

评论ꎮ 中国和印度也需要更加强健的框架来及时解决某些金融机构比

较薄弱的问题ꎮ

大而不倒

在亚洲ꎬ 解决 “大而不倒” 的问题迫在眉睫ꎬ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面临法律和监管方面的挑战ꎮ 金融机构有效决议制度确认国家框

架设计的方式ꎬ 允许并鼓励国家当局与其他地区的同行合作ꎮ 高伟绅律

师事务所和 ＡＳＩＦＭＡ (２０１３) 发现ꎬ 最先进的亚洲经济体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和新加坡) 以及印度尼西亚已经开始了 “特殊的决议管理

体制”ꎬ 这个体制主要针对这些问题ꎬ 但是在中国、 印度和中国香港特

别行政区还没有实施这种体制ꎮ

在亚洲ꎬ 一些强大的力量将使本已非常庞大的金融机构变得更大ꎮ

４８２ 亚洲金融的未来



这些力量包括金融机构的融资优势ꎬ 这些优势被认为是系统性或太重

要而不能倒闭ꎬ 因此ꎬ 他们会得到政府的暗中支持ꎻ① 相比于基于风险

的盈利能力ꎬ 薪酬方案与大小或交易数量更加相关ꎻ 认为一个提供全面

服务的全球银行能够对要求全球影响力和广泛的产品功能的客户进行

服务 (Ｋｏｄｒｅｓ 和 Ｎａｒａｉｎꎬ ２０１０)ꎮ 例如ꎬ 据报道ꎬ 大型韩国企业喜欢全

球银行ꎬ 如花旗银行ꎬ 因为这些银行能够为全球金融合作伙伴项目提供

服务ꎬ 而韩国银行不能提供ꎬ 他们需要的是综合金融服务ꎮ 正如在第 ６

章中讨论的那样ꎬ 这种情况可能会刺激国内机构变得更大、 更复杂ꎮ 此

外ꎬ 大萧条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观察到的股本回报率可能会影响消费

者和投资者行为ꎬ 如果投资者在金融机构继续要求获得危机前的股本

回报率ꎬ 交易活动在更少的全球机构中进一步集中会产生风险ꎬ 因为这

些投资者试图把他们的资金优势和规模经济结合在一起ꎮ

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反向推动力量ꎮ 全球监管改革议程的许多特

性旨在改变现有的金融格局ꎬ 使其变得更具有系统重要性ꎮ 此外ꎬ 正如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的 «全球金融稳定性报告» 指出的那样ꎬ 有稳固的存款基

础且商业性业务比较集中的银行ꎬ 尤其是小银行ꎬ 相对于投资性业务集

中的银行来说ꎬ 受到 «巴塞尔协议Ⅲ» 的流动性要求的影响可能比较

小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当亚洲新兴经济体为了促进金融业发展和拓展银行

业务所采取的措施与监管改革结合起来ꎬ 有可能会促进能够满足中小

企业和用户借贷需求的小银行和合作社的发展ꎬ 也能给这些小银行和

合作社的存款带来好的投资去向ꎮ

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一个分类的金融系统ꎬ 一些金融机构变得更大ꎬ

而另一些金融机构选择一个更集中的商业模式ꎮ 一些银行可能愿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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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第 ３ 章中ꎬ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的 «全球金融稳定报告» (２０１４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指出ꎬ 具有

系统重要性的银行往往得到隐含的资金补贴ꎬ 当大型银行出现不良状况时政府会给予支持ꎮ 尽管全

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金融改革已经减少了这些补贴的规模ꎬ 但是在这一章表明这些补贴的规模仍然相

当大ꎬ 特别是在欧元区ꎬ 从更小范围来看ꎬ 在日本和英国ꎮ



付 “系统性风险税”ꎬ 从而变得更大ꎬ 利用自己 “大而不倒” 的优势ꎬ

他们认为如果他们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ꎬ 政府不会坐视不管 (Ｋｏｄｒｅｓ

和 Ｎａｒａｉｎꎬ ２０１０)ꎮ 其他的金融机构可能更愿意避免与系统重要性相关

的额外费用ꎬ 这些费用来自撤销一些业务线ꎬ 以及为了避免缴纳系统风

险税而缩减规模ꎮ 监管方面的努力ꎬ 如资本费用ꎬ 可以帮助抵制金融机

构 “大而不倒”ꎮ

注: ＢＣＰ ＝ 巴塞尔核心原则ꎻ ＩＡＩＳ ＝ 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ꎻ ＩＯＳＣＯ ＝ 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ꎮ

资料来源: 标准和规范数据库ꎮ

图 １１ ２　 各区域符合国际标准的管理和监督的程度比较

监管

在各个区域中ꎬ 亚洲地区执行国际监管和监督标准和其他地区一

样好ꎬ 甚至比其他地区更好ꎬ 这在图 １１ ２ 中可以体现出来ꎮ 根据巴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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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核心原则 (ＢＣＰ) 标准ꎬ 亚洲在纠正和补救的监管能力方面表现极

佳ꎮ①例如ꎬ 新加坡 ＦＳＳＡ 表明国家当前的金融机构监管和监督处于全球

前列ꎮ 然而ꎬ 一个更详细的区域比较 ＢＣＰ (２００６) 核心原则 １ 表明ꎬ

亚洲监管的相关标准在监管机构的独立、 负责和透明度方面要求较

低ꎬ 尽管监管者享有高水平的法律保护ꎮ 关于保险ꎬ 亚洲已经显示出

强劲的监管趋势ꎬ 遵守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监督标准和信息披露要

求ꎮ 然而ꎬ 亚洲遵循 ＢＣＰ 的标准ꎬ 在独立性 (自治) 和监管机构的

权力方面ꎬ 符合程度相对较低ꎮ 关于遵守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标准的

监管证券市场ꎬ 亚洲对跨部门合作执行和遵循会计标准和信息披露标

准方面表现良好ꎮ

最近亚洲各国报告表现出了一些亚洲地区国家的金融部门急需加

强监管和监督的领域 (表 １１ ３)ꎮ 这些报告表明ꎬ 与先进经济体相比ꎬ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改革重点有所不同ꎮ 同时ꎬ 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必须

面对并且解决一些挑战ꎮ

表 １１ ３ ＦＳＳＡ 发布的金融业改革重点

审慎监管和监督框架

• 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国内监管机构ꎬ 确保提供足够的法律保护给监事国———孟

加拉国、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１

• 加强资源 (包括人力资源) 与中央银行和国内监管机构的技术能力 (包括压力测

试功能)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日本

• 加强综合监督———印度、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 国内的监管机构加强协调和信息共享能力———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菲

律宾、 泰国

• 加强跨境合作和信息交流———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 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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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ＢＣＰ 标准评估是 ＦＳＳＡ 评估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来评估国家遵守国际银行监管标准和监管的

情况ꎮ



续表

金融稳定性

• 提高数据收集和分析能力和报告要求———孟加拉国、 中国

• 加强会计和审计规则和惯例———孟加拉国、 中国、 印度尼西亚、 泰国１

• 加强监控系统性风险ꎬ 开发或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工具———澳大利亚、 中国、 印度尼西亚、

日本

• 收紧在提高监测和控制ꎬ 大曝光和关联方贷款方面的限制———印度、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日本

• 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ꎬ 自主权和澳大利亚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融资———澳大利亚、 孟加拉国、

日本

• 改革场外衍生品市场———新加坡

政府的作用

• 剥离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ꎬ 对国有银行加强治理ꎬ 限制政府在金融部门的作用———孟加拉国、

中国、 印度、 泰国

注: ＦＳＳＡ ＝ 金融业稳定评估ꎮ

１ 泰国 ＦＳＳＡ 指出ꎬ 在金融部门评估项目的讨论和报告发布这段时间中ꎬ 泰国已经进行了许多关

键法律金融部门改革ꎬ 解决了大部分的法律和监管缺陷识别评估的监管和监督标准问题ꎮ 然而ꎬ 有

太少的时间评估实现的法律改革ꎮ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员编制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主要改革措施包括: (１) 加强员工和监

督机构的技术能力ꎬ 特别是在基于风险的监督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

测方面ꎻ (２) 通过严格的定义和监控贷款相关风险 (即大量借款给单

一借款人、 相关各方ꎬ 或两者都有) 来避免风险集中ꎮ 几乎所有亚洲

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中都有这一点ꎻ (３) 金融机构通过加强监管和增

强的信息披露要求来促进更好的风险管理实践ꎮ 例如ꎬ 印度的允许暴露

极限是银行集团资本的 ５５％ ꎬ 根据借款人和担保ꎬ 这远高于 １０％ ~

２５％的国际惯例ꎮ

一些亚洲 ＦＳＡＰ 报告强调国家监管机构需要发展和加强综合监管的

框架ꎮ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ꎬ 企业集中是许多亚洲经济体的一个重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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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ꎬ 他们与国家紧密联系ꎬ 争取更加稳固的监督ꎮ 例如ꎬ 在菲律宾ꎬ 约

６０％的由银行控制的资产是属于企业集团的ꎮ 此外ꎬ 大部分上市公司

(有效的市值估计为 ７５％ ) 也属于企业集团ꎮ 目前ꎬ 大多数亚洲银行的

业务重点是相对简单的传统存款和放贷活动ꎮ 然而ꎬ 当这些机构变得更

加复杂并进入新的业务领域时ꎬ 对综合监管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ꎮ

加强跨境监管合作和信息交流ꎬ 以及金融机构的监督和决议ꎬ 应该

是许多亚洲国家高度重视的问题ꎮ 随着亚洲银行和金融机构扩大跨境

业务ꎬ 有一些方面国内和东道国都应注意: (１) 足够的数据和信息来

有效地调节和监督这些银行和机构ꎬ (２) 要有必要的解决工具和跨境

合作的能力在这些机构避免遭受系统性破坏的情况下解决问题ꎬ 并且

避免纳税者遭受损失ꎮ 虽然新加坡是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ꎬ ２０１３

年该国确定将进一步便利化的跨境合作银行决议作为改革的重点ꎮ 此

外ꎬ 在印度ꎬ 国内银行在超过 ４５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海外业务ꎬ 但是

在海外监管机构信息流动方面存在一些材料缺失ꎮ 然而ꎬ 印度央行只有

两个海外同行ꎬ 以及有限的非正式合作ꎬ 并且海外检查的进行也并不规

律ꎮ 在其他综合金融部门的国家ꎬ 这些进展更加滞后ꎮ

数据差距和薄弱的法律框架阻碍整个金融行业监督进程的推进ꎮ

一些必要的改革如下:

• 加强贷款分类、 监管实践以及审慎标准的实施ꎮ

• 改善会计和审计的规定与实践ꎬ 并将其与国际标准接轨ꎮ 孟加

拉国、 中国、 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都将此视为重要目标ꎮ

• 提高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的自主性和独立性ꎬ 加强所有监管机

构员工的法律保护ꎮ

• 提高金融部门数据的质量、 可及性和及时性ꎬ 同时提升分析数

据的技术并在需要的时候采取适当的行动ꎮ 例如ꎬ ＩＭＦ 关于中国金融稳

定性的评估报告 (ＦＳＳＡ) 就提出ꎬ 由于数据缺失、 缺乏足够长和一致

的关键金融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信息基础设施的不足ꎬ 评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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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体系的潜在风险规模以及这些风险将如何传递到金融系统中是存

在困难的ꎮ

亚洲政府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

在亚洲ꎬ 政府对金融中介活动的参与度一直都很高ꎬ 这已经是该地

区金融系统的一个重要特点ꎮ 金融中介和政府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给

该地区造成了一些特定的结果ꎬ 而这些结果汇聚在一起ꎬ 可能限制市场

的发展ꎮ 以下为一些例子:

• 对规则途径的依赖———亚洲的监管框架大多基于规则ꎬ 即强调

机构对这些规则的服从ꎬ 对这种规则类的监管过分依赖通常会限制监

管者利用他们的判断实施前瞻性的基于风险的监管手段ꎮ

• 监管独立性有限———这反映在由于监管者在规范政府及其下属

机构参与金融活动存在限制ꎬ 矫正措施框架存在不够充足和不够有效

的情况ꎮ 有关中国的金融业评估项目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ｅｃｔ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

ｇｒａｍꎬ ＦＳＡＰ) 报告就表明ꎬ 政府为了发展的目的而参与到商业银行系

统是如何削弱监管者操作独立性的ꎮ 有关马来西亚的 ＦＳＡＰ 报告指出ꎬ

应当解决现有的法律条文中存在的损害监管者操作独立性的问题ꎮ 有

关印度的 ＦＳＡＰ 报告号召提高所有监管机构的实际独立性ꎮ

• 应对大型风险暴露及相关方借贷的规则实施力度弱———这些规

则甚至通常都不存在ꎬ 因为政府希望利用银行信贷给从国家角度来看

重要的项目和机构融资ꎮ 例如在印度ꎬ 国有银行被视作给所谓的全国重

大公共部门项目融资的主要渠道ꎮ ＦＳＡＰ 指出ꎬ 这类大型风险暴露限制

的数量是那些全球公认的好项目数量的两倍ꎮ 马来西亚的 ＦＳＡＰ 指出ꎬ

要明确联合信贷和相关信贷的定义ꎮ

• 统一的监管框架存在不足———大型国有企业参与到金融体系当

中ꎬ 增大了对银行和非银行部门中随处可见的国有大型机构的统一监

管的难度ꎮ

• 银行恢复和危机处置措施存在不足———国有制的存在可能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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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者对银行的恢复和救助措施ꎮ 例如ꎬ 在泰国ꎬ ＦＳＡＰ 调查发现ꎬ 政

府持续干预资产管理公司的行为已经影响不良贷款清收的速度ꎮ ＦＳＡＰ

建议政府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ꎬ 减少自身在其已经干预的商业银行中

的权益ꎬ 同时建议中央银行限制运作与拥有此类权益ꎮ

减少政府干预能够产生显著效果ꎮ 中国、 印度以及越南都应当考虑

逐步减少其对金融系统的行政管控并采取以市场为基础的措施ꎬ 降低

对银行的股权持有ꎬ 并强化对国家控制的银行与金融机构的管理ꎮ 这些

措施能够增加金融机构的商业导向ꎬ 有助于提高金融行业的盈利能力ꎬ

并巩固它们的资产负债表ꎮ 同时ꎬ 这些措施还能使国有银行在面对金融

行业不断增大的规模、 复杂性与相互依存性所带来的挑战中ꎬ 处于更有

利的竞争地位ꎮ

国际监管措施的溢出效应

改革提案越来越强调要提高金融机构采取较大风险行为的成本ꎬ

这将给亚洲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ꎮ «巴塞尔协议Ⅲ» 以及全球系统性

重要银行附加费旨在解决 “大而不倒” 的问题 (在本章中其他地方有

谈到)ꎬ 却会增加银行借款的成本ꎬ 而旨在限制某些冒险的商业活动或

隔离零售业与批发银行业的结构性措施ꎬ 又会进一步增大上述成本ꎮ 这

些监管倡议可能对亚洲的金融机构造成直接影响ꎬ 或通过跨国公司在

亚洲的活动ꎬ 间接影响亚洲的金融市场ꎮ

全球的监管改革可能会鼓励跨国银行去杠杆化或改变其经营活动ꎬ

从而减少其给亚洲带来的风险ꎮ «巴塞尔协议Ⅲ» 下对高流动性的要求

以及 Ｇ － ＳＩＦＩ 的附加费ꎬ 都将会增加在部分地区运营的成本ꎬ 并对跨境

借贷和投资活动带来负面的影响ꎬ 或促使机构转向银行集团的结构ꎮ 但

在成熟的亚洲市场 (如日本、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国台湾地区等)

上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银行ꎬ 决定扩大它们在快速增长并能提供高利

润的投资机会的新兴亚洲经济体 (如印度、 印度尼西亚、 泰国和越南)

的发展规模时ꎬ 这种影响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Ｗｙｍａｎꎬ ２０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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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经济体在国家层面实施的监管改革ꎬ 旨在限制和隔离国内金

融机构的活动ꎬ 这一行为可能促使国际银行缩减其在亚洲范围内的经

营ꎮ 尽管结果难以量化ꎬ 这些改革可能导致发达西方国家的母银行转变

它们的国际业务模式ꎬ 通过减少直接借贷或缩减其在亚洲的金融衍生

品和证券市场的业务ꎬ 减少其在亚洲的活动ꎮ 外国的母银行可能会降低

对处在亚洲的分支机构或子公司的注资ꎬ 这会迫使这些公司在亚洲当

地筹资或削减其在当地的贷款业务ꎮ 而当亚洲的经济体开始通过限制

国内金融机构的规模和业务范围的方式来将国内的金融机构与外部隔

离时ꎬ 跨境借贷将会进一步受到负面的影响 (Ｖｉñａｌｓ 等ꎬ ２０１３)ꎮ

然而ꎬ 去杠杆化的压力ꎬ 可能会被两个因素削弱:

注: 亚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日本ꎬ 欧洲不包括英国ꎮ

资料来源: 国际清算银行 － 表 ９ Ｄ (数据提取的 ２ 月 ４ 日ꎬ ２０１４)ꎮ

图 １１ ３　 澳大利亚、 欧洲和日本: 亚洲跨境银行敞口 (１０ 亿美元)

• 首先ꎬ 全球的金融危机表明ꎬ 西方银行的限制并没有带来非常

显著的问题ꎬ 至少在那些拥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强有力的增长潜

力的国家是这样ꎮ 在很多情况下ꎬ 西方 (主要是指欧洲) 银行在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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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去杠杆化效应ꎬ 都被亚洲的区域银行———主要是澳大利亚和日本的

银行———增加的借贷给抵消了ꎮ

• 总体来看ꎬ 相比于其他地区ꎬ 外国银行在亚洲的活动本身就相

对较少ꎬ 无论是从外国银行数目占总银行数目的比重来看ꎬ 还是从外国

银行资产在总资产中的比重来看ꎮ 当然ꎬ 不同国家之间有显著区别ꎬ 在

澳大利亚、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特区、 新加坡等地有很多的外国银行ꎬ 而

在中国、 日本和印度ꎬ 外国银行就很少ꎮ

宏观审慎的政策框架

ＦＳＡＰ 的报告提出ꎬ 许多亚洲国家应当加强他们对系统性风险的监

管ꎬ 并且强化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ꎮ 例如ꎬ 针对澳大利亚的 ＦＳＳＡ 就建

议澳大利亚应当更多地进行压力测试ꎬ 以增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对不

断增加的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监管的能力ꎬ 而针对中国、 印度尼西亚和

日本的 ＦＳＳＡ 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ꎮ ＦＳＡＰ 还提出ꎬ 增强国内监管机构

之间的合作与信息交流也同样非常重要ꎮ 如针对日本的 ＦＳＳＡ 就建议ꎬ

要通过更加规律的跨机构信息共享ꎬ 提高宏观审慎政策与应急计划的

合作ꎬ 支持系统性风险的监管ꎬ ＦＳＳＡ 对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菲

律宾和泰国也提出了相似的建议ꎮ

然而ꎬ 一些国家在他们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中采取了一些创造性

的元素ꎮ 事实上ꎬ 亚洲地区比发达经济体更早开始实施宏观审慎政策ꎮ

例如ꎬ 印度就是使用宏观审慎政策的先行者ꎬ 他们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

将主要的利益相关方召集在一起共同商议ꎬ 通过这种政策协调机制来

不断加强系统性监管ꎮ 马来西亚也有效地利用了部门宏观审慎工具ꎬ 限

制了由无担保个人贷款和居民按揭贷款快速增长所带来的风险ꎮ 许多

亚洲国家还创造性地使用流动性工具ꎬ 降低由短期批发外汇资金系统

性增长所带来的脆弱性ꎬ 这些工具包括韩国在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引入的 “宏

观审慎稳定税”、 新西兰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引入的 “核心资金比率”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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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Ｆꎬ ２０１３)ꎮ

非银行金融机构

证券市场

亚洲的证券市场监管和全球的国际证监会组织的标准大致相同ꎮ

亚洲在跨机构合作、 会计和披露标准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ꎬ 但还有改进

的空间ꎮ 例如ꎬ 针对澳大利亚的 ＦＳＳＡ 提出的一项改革的关键ꎬ 在于保

证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掌握的核心资金的稳定性与充足性ꎬ 以便

其能够采取积极的监管措施ꎮ 针对日本的 ＦＳＳＡ 则要求将审查项目进一

步扩大并使其更基于风险ꎬ 增加审计的要求ꎬ 并改善注册流程ꎬ 通过这

些方法来加强对证券公司的监管ꎮ 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ꎬ 针对孟加拉国

的 ＦＳＳＡ 的建议是积极解决证券监管者资源匮乏的情况ꎬ 同时给予证券

交易委员会更多的财务自治权、 独立决策权与实施规则的权力ꎮ

非银行金融与影子银行

非银行的金融中介在大多数的国家都相对较小ꎮ 正如在第 ２ 章提到

的ꎬ 目前从有提供数据的亚洲国家的情况来看ꎬ 只有韩国非银行金融中

介的资产占比超过银行总资产的 ５０％ (ＦＳＢꎬ ２０１３ａ)ꎮ① 亚洲非银行金

融中介有记录的资产仅占全球很小的比重———少于 １５％ ꎬ 只有两个亚

洲国家———中国和日本———占到了全球总量的 ３％左右 (图 １１ ４)ꎮ 然

而ꎬ 随着其自身的不断扩张ꎬ 非银行部门变得越来越复杂ꎬ 也与金融系

统的其他部门联系越来越紧密ꎮ

另外ꎬ 非银行金融部门在亚洲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增长ꎬ 这给管理

者和监督者带来了更多的挑战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中国和印度的非银行金融中

介增长了 ２０％ ꎬ 而这一数字在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均是 １０％ ꎮ 在这一背

景下ꎬ 针对日本的 ＦＳＳＡ 建议ꎬ 日本银行对更大范围内的金融机构进行

４９２ 亚洲金融的未来

①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该比例为: 韩国占 ５５ ４％ ꎻ 澳大利亚占 ２６ ４％ ꎻ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占

２３ ５％ ꎻ 印度占 １９％ ꎻ 日本占 １８ ７％ ꎻ 印度尼西亚占 １４ ３％ ꎻ 中国占 １０％ ꎻ 新加坡占 ７％ ꎮ



压力测试分析ꎬ 这其中就包括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ꎮ 同

样ꎬ 针对中国的 ＦＳＳＡ 也提出ꎬ 随着金融服务供给范围的增加ꎬ 监督和

管理的范围也应当扩大ꎮ ＦＳＳＡ 同时提出ꎬ 要加强对金融集团和金融系

统的监管ꎮ

加强对银行的监管可能会促使金融中介离开银行业ꎬ 转向资本市

场或影子银行ꎮ 对银行更高的资本要求和其他监管限制将会提高银行

信贷的成本ꎬ 这可能使得企业转向资本市场寻求信贷的获取 (例如ꎬ

股票和公司债券市场)ꎬ 或者影子银行获取资金ꎮ ２０１０ 年 ＦＳＡＰ 将中国

的影子银行业 ( “表外业务与正式银行业以外的借贷行为的增加”) 作

为其近期国内金融稳定的主要风险之一ꎮ

当然ꎬ 在可预见的将来ꎬ 非银行融资都不足以挑战银行融资的地

位ꎮ 银行业的规模 (在 ＧＤＰ 或总金融部门资产的比重) 正在下滑ꎬ 但

还有许多因素阻碍了这一下滑趋势ꎮ 这些因素包括: 银行———尤其是那

些被投资者认定为 “大而不倒” 的银行———相比其他非银行部门有着

融资的优势ꎮ 另外ꎬ 银行还能够获取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ꎮ 许多亚洲

国家 (如印度、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和越南) 都有着很大的中期经济

增长的潜力以及快速增长的劳动年龄人口———这其中 ４０％ 的人群在正

式的金融机构里都有一个账户ꎬ 在这些经济体中ꎬ 对银行服务的需求很

可能快速增长ꎮ 另外需要重点强调的是ꎬ 许多亚洲新兴市场国家ꎬ 如印

度ꎬ 正在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进普惠金融ꎬ 将银行的服务延伸到欠发

达的地区ꎮ① 另外ꎬ 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有大型的国有银行ꎬ 而这些银行

不大可能在短期内私有化ꎮ 这些因素都可能抵消由监管变化所引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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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ꎬ 印度储备银行的一个委员会就建议ꎬ 建立专业的银行来满足低收入家庭的需求ꎬ 以

实现在 ２０１６ 年每个公民都有银行账户ꎮ 这些银行旨在为小型企业及低收入家庭 (每个客户的账户

里最多 ５０ ０００ 卢布) 提供支付服务及存款产品ꎬ 而对这类银行成立的最低资本要求仅为建立一个提

供多种服务的银行的十分之一ꎮ 另外ꎬ 要获取 ２０１４ 年新开设的银行执照ꎬ 一个关键的资格标准就是

申请者符合普惠金融的策略和愿景ꎮ 印度储备银行近期仅给两个专业银行颁发了银行执照ꎬ 其中一

个是一家微型融资机构ꎬ 它能在大量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ꎬ 就因为它符合了普惠金融的规划ꎮ



资本成本的作用ꎮ

非银行金融机构正在变得日益重要ꎬ 但这也同时表明ꎬ 应当将其包

含进危机应对框架ꎮ 金融稳定理事会强调ꎬ 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关注点不

应当仅仅是银行机构的危机管理改革和危机处置机制ꎬ 政策制定者还

应当加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危机管理和处置机制 (ＦＳＢꎬ ２０１３ｂ)ꎮ 例

如ꎬ 针对日本的 ＦＳＳＡ 提出ꎬ 有效的处置机制不仅应当针对银行ꎬ 还应

当扩展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非银行金融机构ꎮ

这一领域的进展还非常缓慢ꎮ 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ꎬ 已经

在这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ꎬ 并且正在采取措施ꎬ 引入符合 ２０１１ 年戛

纳二十国集团协议上支持的 “金融机构有效处置机制的关键要素”

(ＦＳＢꎬ ２０１１) 的处置权力与工具ꎮ 甚至是对拥有发展得相当不错的银

行危机处置机制的亚洲发达经济体而言ꎬ 面向保险、 证券和投资企业的

处置机制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ꎮ 对那些连银行处置机制都还未健全的

国家而言ꎬ 进展就相对缓慢一些ꎮ 另外ꎬ 在亚洲的一些地区ꎬ 许多危机

处置机构还不具有处置金融集团和大型企业的权力和制度框架ꎮ

公司债市场

全球的监管改革可能会促进国内资本市场的发展ꎬ 尤其是当该国

同时采取支持性的国家政策时ꎮ 正如第 ４ 章所讨论的ꎬ 亚洲的银行目前

持有相当多的政府债券ꎬ 但对公司债的持有则非常有限ꎮ 然而ꎬ 随着近

期公司债的大量发行 (同时伴随着辛迪加借款的下滑)ꎬ 这一局面正在

发生变化ꎮ 全球和国内的监管改革增加了银行机构的成本ꎬ 同时对非银

行金融机构的监管也在提升ꎬ 在这一情况下ꎬ 公司债市场很可能继续

增长ꎮ

发展中国家机构投资者会加速这一进程ꎮ 全球议程里的监管改革

将阻碍银行在亚洲国内公司债市场上发挥主导作用ꎬ 这是因为ꎬ 这些监

管制度要求银行持有更多高质量的流动性资产以满足 «巴塞尔协议Ⅲ»

的流动性要求ꎬ 并作为衍生品交易的抵押品ꎮ 相反ꎬ 许多国家的人口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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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金融稳定委员会 (２０１３ａ)ꎮ

图 １１ ４　 ２０１２ 年年底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的

资产中所占的份额 (Ｇ２０ 辖区和欧元区)

龄化ꎬ 以及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对保险产品和其他储蓄类产品的需求ꎬ

都会刺激保险和养老基金的发展ꎬ 而这些机构都会积极地购买公司债ꎮ

另一方面ꎬ 国家监管措施如沃克尔法则ꎬ 却可能会减少公司债市场

的流动性和深度ꎬ 同时提高债券发行的成本ꎮ 沃克尔规则基本上禁止了

美国的银行在美国本土和在国外的产权交易活动ꎬ 并禁止非美国银行

在美国金融基础设施上执行或结算产权交易ꎬ 做市商、 承销、 风险对冲

基金以及其他美国政府和机构进行的交易除外ꎮ 然而ꎬ 在实践中ꎬ 想要

证明某项交易活动是做市商而非产权交易是困难的代价昂贵且繁重的ꎮ

然而ꎬ 这些新规则的影响很可能非常小ꎮ 受影响的经济体和主体涵

盖了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新加坡这样的区域枢纽、 中国和日本的 Ｇ －

ＳＩＦＩｓꎬ 以及依赖于美国资产组合投资的国家 (如日本、 韩国和马来西

亚)ꎮ 但由于对冲基金在交易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提高ꎬ 以及沃克尔法

则对外国主权工具给予了例外ꎬ 任何不良的影响都会因此被削减ꎮ 同

时ꎬ 正如在这章中的其他地方提及的ꎬ 近期并无迹象表明全球的金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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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将会给亚洲国内公司债市场带来负面影响ꎮ

衍生品市场

对场外交易衍生品市场的改革进展一直以来都很缓慢ꎮ 在新兴的

亚洲地区ꎬ 衍生品市场还发展得相对滞后ꎬ 且大多数都基于场外交易

(Ｇｏｓｗａｍｉ 和 Ｓｈａｒｍａꎬ ２０１１)ꎮ ２００９ 年ꎬ 亚洲的６ 个 Ｇ２０ 成员国 (澳大利

亚、 中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日本和韩国) 都同意ꎬ 在 ２０１２ 年底之

前实施 ３ 项主要改革: (１) 通过电子或场内交易的方式对所有标准化

的场外衍生品进行交易ꎬ 并且通过中央清算机构进行清算ꎻ (２) 向交

易信息库披露所有的场外衍生品交易ꎬ 提高交易的透明度并改善价格

形成机制ꎻ (３) 对非中央清算的场外衍生品施加更高的资本要求ꎮ 然

而ꎬ 只有日本能与美国和欧盟一样ꎬ 在 ２０１２ 年底这一截止期限之前完

成了改革ꎮ 其他国家似乎都在等美国、 欧盟和日本建成监管框架ꎬ 这样

他们在对自身的监管框架进行改革的时候ꎬ 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法规

的连贯性并且保护国内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ꎮ

场外衍生品的改革理应带来诸多好处ꎬ 但监管机构需要确保这些

改革不会过分阻碍亚洲地区衍生品的发展ꎮ 全球与场外衍生品交易相

关的监管改革都旨在提升对系统性风险的监管ꎬ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

由混乱的金融合同清算所带来的风险ꎮ 然而ꎬ 令人非常担忧的是ꎬ 在亚

洲新兴经济体中还缺乏合适的金融工具作为抵押ꎬ 这会给中央清算机

构设置抵押品带来困难和高昂的成本ꎬ 阻碍了国内衍生市场的发展ꎮ 另

外ꎬ 发达经济体改革所带来的市场环境的变化ꎬ 不仅会提高亚洲的最终

使用者的对冲成本ꎬ 还可能使较小的国内中央清算机构在全球竞争中

处于劣势ꎬ 造成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滞后 (ＦＳＢꎬ ２０１２ａ)ꎮ

全球监管改革可能会进一步减缓亚洲地区国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

发展ꎮ 在许多亚洲国家ꎬ Ｇ － ＳＩＦＩ 在证券、 衍生品交易以及贸易融资里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 而 Ｇ － ＳＩＦＩ 正在考虑提高资本费用和进行监管

改革ꎬ 因此ꎬ 在这些地区提供服务也会受到负面的影响ꎬ 提供此类服务

８９２ 亚洲金融的未来



同时还可能受到西方国家已经采取的或正在考虑采取的域外监管改革

的影响 (Ｖｉñａｌｓ 等ꎬ ２０１３)ꎮ 当然ꎬ 要给全球监管改革为亚洲的金融市

场构成所带来的可能的影响程度下个定论ꎬ 还为时尚早ꎮ

结论

一些在全球其他地方所能看到的监管缺位ꎬ 在亚洲却并不存在ꎮ 亚

洲地区正在顺利执行 «巴塞尔协议Ⅲ» 的资本要求ꎬ 而在该地区的主

要金融系统中还有强大的资本头寸ꎮ 然而ꎬ 对一些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较

低或程度不深的国家来说ꎬ 执行流动性和杠杆要求还存在挑战ꎮ 在许多

地区ꎬ 危机管理大体上做得令人满意ꎬ 尽管还有不少国家在处置表现不

佳的金融机构上还缺乏重要的工具ꎮ 总体来说ꎬ 尽管通过本国执行全球

金融监管及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ꎬ 亚洲地区会受到全球监管改革议程

的影响ꎬ 但该影响可能相对有限ꎮ

在亚洲ꎬ “大而不倒” 的机构的存在ꎬ 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ꎮ 尽管

该地区的 Ｇ － ＳＩＦＩｓ 的数量相对较少ꎬ 但大多数国家的国内都有大型系

统性金融机构ꎬ 这些机构有着融资的优势ꎬ 同时在该地区ꎬ 人们在经营

活动中也更偏好于与大型的综合性巨头合作ꎬ 这都使得这些在国内领

先的优胜者们的规模变得更大ꎮ 普惠金融和监管措施都旨在限制这些

“大而不倒” 的机构的规模ꎬ 抵抗上述趋势ꎬ 而这些机构也都在发展成

为更加多元化、 全球化的金融巨头ꎬ 这又增加了该地区对加强跨区域统

一监管的需求ꎮ

在许多国家ꎬ 银行系统和政府的密切关系会给金融监管和发展都

带来负面影响ꎮ 许多国家的政府在信贷分配上都扮演着直接或间接的

责任ꎬ 这使独立监管变得困难ꎬ 同时也通常容易导致风险暴露的集中ꎬ

以及对规则途径的过分依赖ꎮ 在许多国家ꎬ 尤其是在一些国有银行在金

融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ꎬ 减少政府的干预能够巩固银行的资产负

债表ꎬ 同时能使金融体系的敏感性与竞争性得到提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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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改革可能会影响一些产品的可及性ꎮ 对流动性的监管要求可

能会减少一些长期资本的进入ꎬ 对资本的更严苛的关注以及对风险采

取的新对策将会使得中小企业更难获取资金ꎮ 与此同时ꎬ 将衍生品交易

移到场内进行ꎬ 以及将衍生品和产权交易标准化并施以更严格的监管ꎬ

这些行为都将增加对冲的成本ꎮ 要维持增长ꎬ 亚洲经济体的监管改革要

在以下两个目标中取得权衡: (１) 确保潜在风险充分地反映在资本的

价格中ꎻ (２) 确保融资选择不被过分剥夺ꎮ

在许多国家ꎬ 非银行机构的规模还很小ꎬ 但却隐含着风险ꎮ 在亚洲

地区的许多国家ꎬ 影子银行已经在快速的发展ꎬ 这很可能意味着金融创

新已经超越了监管者识别的能力ꎬ 带来了很多风险ꎬ 而监管改革又将会

加速这一地区银行表外借贷业务的进程ꎬ 使风险问题变得更加严峻ꎬ 这

对加强对这些机构的危机管理框架提出了要求ꎬ 也对建立一个足够灵

活的监管体系提出了要求ꎬ 以确保一个日益盘根错节———尤其是监管

和非监管的企业互相依存的金融体系不会导致巨大的风险ꎮ

政策制定者必须区分全球监管改革的目的以及可能出现的意料之

外的结果ꎮ 在本章中所探讨的许多意料之中的结果 (比如提高银行信

贷中介成本和不透明的衍生品交易成本)ꎬ 都是这些改革所希望达到

的ꎮ 然而ꎬ 改革还可能造成非预期的结果ꎬ 显著的例子就是金融中介转

向了较不受监管的影子银行ꎬ 以及国内企业和政府债券市场的交易额

和流动性的下降ꎬ 这些都是监管要求银行延长债券期限、 提高衍生品交

易抵押品的质量所造成的结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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