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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WTO 的新成员, 中国的经济金融将进 一步向 世界 开放, 这 意味 着中国 的金 融自由 化也 将

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在新的形势下, 中国的汇率制 度将面 临着新 的选择。 从 / 三元 悖论0 出发, 结合 中国的 实
际, 从长期来看应该选 择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保持货 币政策 的独立性 的政策 组合, 而 从短期来 说应从 现行汇 率
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入手, 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再向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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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经济也将越来越融
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轨道。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意味
着中国金融也必将逐步向世界开放, 将在更深更广
的程度上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在这种背景
下, 人民币汇率制度如何进行重新调整以及朝何种
趋势调整以适应经济金融全球化的要求, 成为世人
关注的重大问题。

一、/ 三元悖论0
分析开放条件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效力的主
要工具是蒙代尔- 弗莱明模型。该模型反映的主要
观点如下:
11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财 政政策是有效的, 但
是这种有效性也受到资本项目开放度的影响, 开放
程度越大, 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也就越明显。而在固
定汇率制度下,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并不明显, 甚至
在长期内几乎完全无效。因为固定汇率制使得政府
有义务通过调整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 因此, 实际
上无法控制货币供给。
21 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一般都 是有效
的。因为此时一国可以自主控制货币供给, 货币政
策会通过对汇率的影响而加强其效果。而在浮动汇
率制下, 财政政策一般是相对低效的。财政政策的
有效性受到挤出效应的影响, 而且挤出效应在资本
项目开放度越高的情况下越明显。但是, 在不存在
资本流动时, 财政政策非常有效。
根据蒙代尔 ) 弗莱明模型的分析, 货币政策的
独立性、资本完全流动和固定汇率三者不可兼得,

只能选择其二。这就是著名的 / 三元悖论0 。

二、我国目前的政策组合及将面临新的长期的
政策选择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固定汇
率搭配的政策组合, 并在货币自由兑换的问题上,
只允许经常项目下可自由兑换, 对资本项目下仍实
行严格的限制。由于我国货币当局对各种跨国界的
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管制, 所以就避免了国际游资对
国内利率水平的影响。同时, 也有效排除了货币投
机冲击国内资本货币市场的可能性。这样我国政府
便可以在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实现实际上的固定
汇率制度的同时, 自由的运用货币政策来解决国内
宏观经济问题, 对国内经济发展运行进行有效的宏
观调控。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必将成为
现实, 目前的这种固定汇率制配合资本管制和货币
政策独立的政策组合必将随着金融的进一步开放被
打破。在 这种情况下, 就只剩下两种 组合可供选
择: 一种是固定汇率制度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
策失去独立性的组合; 另一种是放弃固定汇率制,
选择资本自由流动与浮动汇率制的组合。我们先来
讨论前一种组合的特点以及它将产生的问题:
11 固定汇率制度下, 国内经济容 易遭受国际
投机资本的干扰。随着中国金融的进一步开放, 对
资本的管制必然逐渐放松。如果人民币汇率变动仍
然缺乏弹性, 在国内外存在利差的情况下, 必然吸
引国际短期资本进入。在资本还没有实现完全自由
流动时, 各种境外资金通过各种政策 / 灰色0 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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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黑市渠道将资本汇入境内, 以合法的贸易结汇方
式套息。因此, 除非实行完全资本管制, 否则, 固
定汇率制度将成为一国遭受经济冲击的潜在诱因。
21 资本逐步流动下固定汇率制度使货 币供给
的内生性加强。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 货
币供应越来越内生于国民经济运行。对外开放的程
度越高, 与对外经济活动相关的货币供应所占的比
重越大、内生性越强, 于是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
量的主动性就越低。因为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的
稳定而被动吸纳外汇储备, 由此增大的货币投放是
造成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的重要原因。目前, 中央
银行一般性再贷款占全部资产的比例已从 1993 年
底的 72% 降到 30% 左右。这使中央银行控制货币
供应量的主动性和回旋余地大大降低。
31 固定汇率制度安排使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
根据蒙代尔- 弗莱名模型, 固定汇率制下, 一国的
货币政策在长期来看无效。因为假设一国为拉动经
济增长, 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降低利率, 增加
货币供给, 国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上升, 但进口也
随之上升, 从而对外汇的需求也跟着增加, 此时外
汇就存在升值的压力, 本国货币就存在贬值的压力。
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度, 货币当局就必须动用外汇
储备, 实行反向冲销干预, 卖出外币, 买进本币,
回收本国基础货币, 这样又使货币供给回到原先的
水平, 从而抵消了原先货币政策的扩张性效应。
41 均衡汇率的确定存在 很大的操作难度。在
短期资本流动更为迅速的背景下, 一国货币当局无
法真正能做到它所确定的汇率水平就是均衡汇率水
平。因为, 均衡汇率水平主要决定于汇率参与者的
预期, 预期则主要决定于信息。而不同的投资者由
于掌握的信息不同导致预期也有差异。这样, 不可
能对人们所做出的这种复杂而又差异性很大的预期
进行准确的计算。同时, 由于货币当局与汇市参与
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一方面使得货币当局无法获
得准确确定均衡汇率所需的完全信息, 另一方面由
于供求变化而导致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亦使得货币
当局确定汇率的时间滞后, 甚至判断失误。所以,
货币当局根本不可能计算出一个汇市出清的均衡汇
率水平。
51 金融开放下固定汇率制度的维持成本巨大,
容易导致金融危机。在金融自由化的前提下, 如果
仍然维持固定汇率制, 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流出就
会形成巨大的金融冲击力, 在本币和外币供求关系
严重失衡的情况下, 一国政府勉强维持汇率的稳定
性会造成国家支付风险或国际支付风险。比如, 在
资本大量外逃的情况下, 货币当局不得不动用外汇
储备, 而一国的外汇储备总是有限的, 当外汇储备
耗尽时, 就会造成国际支付风险, 最终导致固定汇
率制度的崩溃。面对庞大的国际资本, 固定汇率制
度显得日益脆弱。
从以上分析可知, 固定汇率制与资本自由流动
的政策搭配可能是最不稳定的一种组合。从长期来
看, 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选择资本自由流动, 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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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种组合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三、中国短期和中期现实的汇率政策选择
中国目前是否应该马上放弃这种实际上的固定
汇率制, 实现汇率的完全浮动呢? 事实并非如此。
浮动汇率制度的有效运行需要一系列严格的条件,
在尚未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实行浮动汇率, 不仅理论
上的优点无法变为现实, 汇率的过度波动还可能导
致经济秩序的混乱。中国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目前仍
存在很多危机隐患:
11 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经济体系不 完善。从
宏观经济环境来看, 总需求不旺而引起的经济不景
气, 还没有从制度上建立起有效防范各种不稳定状
况的制约机制。另外, 我国经济自由化程度并不太
高, 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 货币市场不发达, 利率
还没有成为主要的调控手段, 利率工具尚不足以依
赖。贸易领域、投资领域存在很多管制, 诸多管制
形成的各种价格并不能代表真实的市场供求。
21 微观市场主体不健全。我国的 金融企业和
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 防范风
险的能力还很低, 经营效益不高。国有商业银行缺
乏内控制度, 缺乏激励和约束机制, 创新的动力不
足, 与外资银行相比, 盈利能力较差。而国有企业
改革还存在很多问题, 企业经营机制转换效果不明
显, 经营效益低下, 亏损严重, 普遍负债率高, 对
财政收入的贡献很少。
31 防范金融风险的体系还未完全建 立。汇率
自由浮动所引起的汇率剧烈波动会给经济贸易活动
和企业中的经济个体造成冲击和影响, 所以如果要
实行浮动汇率制, 就必须建立防范风险的体系。中
央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立使得我国缺乏统一的
金融监管机构, 风险防范和监管体系不健全。
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然而, 这种汇率制度在中国实际执行中却与该制度
的制定者们的初衷大相径庭, 演变成了事实上的固
定汇率制。但是, 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放弃固定汇率
制度, 让之完全自由浮动的条件。短期内不应该立
即实行完全的浮动汇率制, 以避免人民币汇率制度
的跳跃性改革使经济陷入混乱。目前的改革可以先
从现行汇率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入手, 使之先成为真
正意义上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再逐步向完全
的浮动汇率制度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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