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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 人民币

汇率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  
 

央行此前发布消息称,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

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0。从今年5月份到

国庆节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幅较大。央行通过逆周期调

整，增加市场对远期外汇的需求，促进外汇供需平衡，推

动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定价和双向波动。 

人民币汇率短期受供需关系影响，中长期走势的基础

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短期内，由于美国实施无限量QE货

币政策推动美元走弱，并且受疫情影响及政治局势不确定

性升温，美元吸引力减弱，包括以英镑、欧元、日元、人

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都有所升值；另一方面，中国出口连

续增长，经济复苏保持强劲，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为人民币

汇率稳定提供支撑，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从中长期看，

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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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币汇率近期较快上涨，央行

二、节奏放缓趋势不改，人民币汇率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

1.美元走势短期受到压制，非美元货币多数走强

2.出口增长、外汇储备稳定，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

3.2020 年中国经济恢复较快，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基础

4.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人民币汇率将更加稳定
 

图表 1：近期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及即期汇率走势

图表 2：历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

图表 3：近一年内美元及其他货币汇率走势

图表 4：近一年中国 10年国债利率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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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

央行此前发布消息称,自2020

0。从今年5月份到国庆节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幅较大

外汇的需求，促进外汇供需平衡，推动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定价和双向波动。

人民币汇率短期受供需关系影响，中长期走势的基础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短期

实施无限量QE货币政策推动美元走弱，并且受疫情影响及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升温，美元吸引力减弱，

包括以英镑、欧元、日元、人民币在

济复苏保持强劲，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支撑，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从中长期

看，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一、人民币汇率近期较快上涨

10月10日晚间，央行发布消息

率从20%下调为0。央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民币汇率

7.1765的低点后一路反弹，至10月

6.73%。 

10月9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大涨近

人民币兑美元升破6.7关口，刷新去年

中间价报6.7126，上调670点；中间价升至

大。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 人民币汇率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

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幅较大。央行通过逆周期调整，增加市场对远期

外汇的需求，促进外汇供需平衡，推动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定价和双向波动。

人民币汇率短期受供需关系影响，中长期走势的基础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短期

货币政策推动美元走弱，并且受疫情影响及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升温，美元吸引力减弱，

包括以英镑、欧元、日元、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都有所升值；另一方面，中国出口连续增长，经

济复苏保持强劲，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支撑，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从中长期

看，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较快上涨，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消息，决定自2020年10月12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

。央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

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数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民币汇率从2020年1月一路走贬至

月9日触及6.6929的阶段高点，期间最高反弹已超

日，在岸人民币兑美元大涨近900个基点，一度升至6.7230，创去年

关口，刷新去年4月份来高点，日内涨近400点。随后在

点；中间价升至2019年4月23日以来最高，升幅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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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 

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20%下调为

逆周期调整，增加市场对远期

外汇的需求，促进外汇供需平衡，推动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定价和双向波动。 

人民币汇率短期受供需关系影响，中长期走势的基础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短期内，由于美国

货币政策推动美元走弱，并且受疫情影响及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升温，美元吸引力减弱，

内的非美货币都有所升值；另一方面，中国出口连续增长，经

济复苏保持强劲，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支撑，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从中长期

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

。央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

一路走贬至5月。5月27日，在触及

的阶段高点，期间最高反弹已超4800点，升幅

，创去年4月以来新高；离岸

点。随后在12日，人民币兑美元

日以来最高，升幅创2005年7月22日以来最



 

图表 1：近期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及即期汇率走势

来源：新华财经 

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调整，有助于降低远期售汇操作成本，增加市场对远期外汇

的需求，促进外汇供需平衡，推动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定价和双向波动。

纵观历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调整，央行一般在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

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本次调整信号效应大于实质影响，有助于

稳定外汇市场预期，也意味着央行并不追求单边性的趋势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仍然是主要

目标。此次调整将有助于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将趋于稳定运行。

图表

日期 文件 

2015 年 10 月 
《中国银行关于加强远期售汇宏观审慎

管理 的调控》银发号[2015]273

2017 年 9 月 
《中国银行关于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政

策的通知》银发号[2017]207

2018 年 8 月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外汇风险准备

金政策的通知》银发[2018]190

2020 月 10 月 央行 10 日发布公告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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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及即期汇率走势 

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调整，有助于降低远期售汇操作成本，增加市场对远期外汇

的需求，促进外汇供需平衡，推动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定价和双向波动。

纵观历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调整，央行一般在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

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本次调整信号效应大于实质影响，有助于

也意味着央行并不追求单边性的趋势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仍然是主要

目标。此次调整将有助于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将趋于稳定运行。

图表 2：历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中国银行关于加强远期售汇宏观审慎

[2015]273 号 

从 2015 年 10 月起，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

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应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准备金率暂定为 20%。 

《中国银行关于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政

[2017]207 号 

自 2017 年 9 月 11 日起，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

为零。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调整外汇风险准备

[2018]190 号 

自 2018 年 8 月 6 日起，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

20% 

自 2020 年 10 月 12 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

风险准备金率从 20%下调为 0。 
 

中间价:美元兑人民币 即期汇率:美元兑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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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售汇业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调整，有助于降低远期售汇操作成本，增加市场对远期外汇

的需求，促进外汇供需平衡，推动人民币汇率更加市场化的定价和双向波动。 

纵观历次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的调整，央行一般在人民币贬值预期较强时，上调外汇风险准备金

率；当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强时，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本次调整信号效应大于实质影响，有助于

也意味着央行并不追求单边性的趋势升值，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仍然是主要

目标。此次调整将有助于防止人民币过度升值，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将趋于稳定运行。 

调整当日人民币

汇率中间价 

月起，开展代客远期售汇业务的金

融机构（含财务公司）应交存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美元 635.05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
美元 649.97 

外汇风险准备金率调整为
美元 685.13 

日起，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
美元 671.26 



 

二、节奏放缓趋势不改，人民币汇率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

人民币汇率短期受供需关系影响，中长期走势的基础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短期

实施无限量QE货币政策推动美元走弱，并且受疫情影响及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升温，美元吸引力减弱，

包括以英镑、欧元、日元、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都有所升值；另一方面，中国出口连续增长，经

济复苏保持强劲，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支撑，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从中长期

看，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1.美元走势短期受到压制，非美元货币多数走强

美元贬值的基础从3月份美联储实施无限量

差缩小，美联储的QE最为激进，海量的美元供给推动美元走弱。从美元信用基础看，美国巨大的财

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可能会增加持有美元风险，导致美元吸引力下降。

图表 3

来源：新华财经 

    9月中下旬，受海外疫情变化影响，美元一度小幅走强，

国大选及政策局势不确定性升温影响，美元有所回落。根据民生证券的测算，若将

准日，自基准日至今，美元指数贬值

人民币对美元仅升值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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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美元指数:广义

，人民币汇率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

人民币汇率短期受供需关系影响，中长期走势的基础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短期

货币政策推动美元走弱，并且受疫情影响及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升温，美元吸引力减弱，

包括以英镑、欧元、日元、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都有所升值；另一方面，中国出口连续增长，经

济复苏保持强劲，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支撑，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从中长期

看，人民币汇率将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美元走势短期受到压制，非美元货币多数走强 

月份美联储实施无限量QE时已经具备。从货币政策对比看，美欧基准利率

最为激进，海量的美元供给推动美元走弱。从美元信用基础看，美国巨大的财

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可能会增加持有美元风险，导致美元吸引力下降。 

3：近一年内美元及其他货币汇率走势 

月中下旬，受海外疫情变化影响，美元一度小幅走强，9月底重回贬值通道。十一假期，

国大选及政策局势不确定性升温影响，美元有所回落。根据民生证券的测算，若将

准日，自基准日至今，美元指数贬值8.6%，英镑、欧元、日元对美元分别升值

广义 美元兑日元 欧元兑美元 英镑兑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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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汇率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 

人民币汇率短期受供需关系影响，中长期走势的基础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短期内，由于美国

货币政策推动美元走弱，并且受疫情影响及政治局势不确定性升温，美元吸引力减弱，

包括以英镑、欧元、日元、人民币在内的非美货币都有所升值；另一方面，中国出口连续增长，经

济复苏保持强劲，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支撑，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从中长期

时已经具备。从货币政策对比看，美欧基准利率

最为激进，海量的美元供给推动美元走弱。从美元信用基础看，美国巨大的财

 

月底重回贬值通道。十一假期，受美

国大选及政策局势不确定性升温影响，美元有所回落。根据民生证券的测算，若将3月23日设为基

，英镑、欧元、日元对美元分别升值12.1%、9.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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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冠疫情不时打乱经济恢复节奏，但美国经济处于持续回升的状态。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

苏节奏并不相同，美国未来经济仍然充满动力

较小。 

2.出口增长、外汇储备稳定，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

目前中国出口份额不断提高，显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很强，人民币具有继续升值基础。

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减弱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在中国出口份额趋于稳定后，人民币或达到均衡

汇率。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中国9月出口数据保持增长，

常波动范围以内，保持稳定趋势。外汇储备的稳定趋势将对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中国近几月出口

连续增长，一是欧美地区主要制造业产能出现了明显缺位，中国产品出口得以“补位”，尤其是防

疫物资在当前情况下的需求较为旺盛。二是欧美经济的快速重启拉动内需，为中国出口增长

求。 

目前境外疫情已出现反弹迹象，未来海外经济重启的速度有可能再次被延缓，海外订单增长的

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由此或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有所减弱，出口增长趋势或放缓，或将减弱人民币汇

率的升值预期。 

3.2020年中国经济恢复较快，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基础

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基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受益于中国政府抗疫有力，

速恢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下降1.6%。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

了中国经济供需两旺、快速复苏的基本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3

期，并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

中国经济今年有望增长1.9%，在2021

经济今年将萎缩4.3%，明年有望增长

4.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人民币汇率将更加稳定

我国货币政策自7月开始回归正常

货币政策的回归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压舱石。而随着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升温，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

尽管新冠疫情不时打乱经济恢复节奏，但美国经济处于持续回升的状态。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

苏节奏并不相同，美国未来经济仍然充满动力，美元因为经济表现不佳长期进入下行通道的可能性

外汇储备稳定，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 

目前中国出口份额不断提高，显示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很强，人民币具有继续升值基础。

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减弱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在中国出口份额趋于稳定后，人民币或达到均衡

月出口数据保持增长，9月外汇储备规模虽然略有下降，但降幅在正

常波动范围以内，保持稳定趋势。外汇储备的稳定趋势将对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中国近几月出口

连续增长，一是欧美地区主要制造业产能出现了明显缺位，中国产品出口得以“补位”，尤其是防

疫物资在当前情况下的需求较为旺盛。二是欧美经济的快速重启拉动内需，为中国出口增长

境外疫情已出现反弹迹象，未来海外经济重启的速度有可能再次被延缓，海外订单增长的

不确定性仍然较大。由此或对中国出口的拉动有所减弱，出口增长趋势或放缓，或将减弱人民币汇

年中国经济恢复较快，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基础 

从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基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受益于中国政府抗疫有力，

2020年上半年我国GDP总额为45661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二季度经济

了中国经济供需两旺、快速复苏的基本面。 

13日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上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1.9%，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报告预计，

2021年将达到8.2%，与6月的预测值持平。发达国家中，预计美国

，明年有望增长3.1%；欧元区经济今年将萎缩8.3%，明年可望增长

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人民币汇率将更加稳定 

月开始回归正常化，市场流动性边际收紧，市场利率上行，中美利差走阔。

货币政策的回归是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压舱石。而随着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升温，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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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继续向前推进。9月底以来，随着中国国债正式启动纳入全球国债体系的进程，

相关限制也进一步放开。 

图表 4：近一年中国

来源：新华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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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央行退出外汇市场干预。央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重要声明  

  新华财经研报由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

济分析师采集撰写或编发，仅

准确和完整，不对外公开发布

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刊登、转

0.0000 

0.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5000 

10年期国债收益率

月底以来，随着中国国债正式启动纳入全球国债体系的进程，

：近一年中国 10 年国债利率及美国 10 年国债利率走势

但在升值预期管理方面，央行10日发布的风险准备金政策是逆周期调节的一种方式，

谨慎态度。由于5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且远期市场对升值预期较为

央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发布。报告依据国际和行业

仅反映作者的观点、见解及分析方法，尽可

布，仅供接收客户参考。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

转载和引用。 

 

年期国债收益率 美国:国债收益率:10年 利差

7 / 7 

月底以来，随着中国国债正式启动纳入全球国债体系的进程，QFII、RQFII投资

年国债利率走势 

 

风险准备金政策是逆周期调节的一种方式，或表示央

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且远期市场对升值预期较为

央行表示，下一步，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稳定市场预期，

行业通行准则由新华社经

可能保证信息的可靠、

任何机构或个人不得以

利差


	一、人民币汇率近期较快上涨，央行下调外汇风险准备金率
	二、节奏放缓趋势不改，人民币汇率年内或仍有升值空间
	1.美元走势短期受到压制，非美元货币多数走强
	2.出口增长、外汇储备稳定，为人民币汇率提供支撑
	3.2020年中国经济恢复较快，为人民币汇率稳定提供基础
	4.货币政策回归正常，人民币汇率将更加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