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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民幣納入 SDR的意涵與影響 
                        

政治大學兩岸政經研究中心魏艾主任主稿 

 

■2015 年 11 月 30 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批准人民幣納入特

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人民幣成為繼美元、歐元、英鎊和

日圓之後，第五種納入 SDR 的貨幣；這是 IMF 首次將新興市

場和開發中國家貨幣納入 SDR貨幣籃子。 

■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滙儲備所占比例仍非常小，因此儘管人民

幣納入 SDR，但若要由交易貨幣轉化為儲備貨幣，大陸仍必須

深化金融領域改革，才能符合 SDR每五年一次評審的條件，及

有助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去（2015）年 11 月 30 日，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執行董事會召開五年

一度的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DR）貨幣籃子組成審議工作，批准人

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人民幣成為除美元、歐元、英鎊和

日圓之外，第五種納入 SDR 的貨幣；新的貨幣籃子將於 2016 年 10 月 1

日正式生效，這是 IMF首次將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貨幣納入 SDR 貨幣

籃子。 

    人民幣納入 SDR 意味其名正言順成為 IMF188 個成員國的官方候選

儲備貨幣，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此舉將使國際貨幣籃

子多元化，且更能代表全球主要貨幣，從而有助於提高 SDR 作為儲備資

產的吸引力，推動改革並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另一方面，人民幣納入

SDR 代表國際社會對大陸金融改革的認可，將促進大陸深化金融改革、

擴大資本市場開放、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為海內外金融機構提供更多投資

機會。基於此，人民幣納入 SDR 具有何種政經意涵？它將產生何種影響？

這是極值得探討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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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別提款權的創設及其作用 

    特別提款權（SDR）是 1950 年代末期和 1960 年代初期美元危機（Dollar 

Crisis）爆發後，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為拯救以美元為中心的布雷頓森林貨

幣體系而創設的一種儲備貨幣工具。創設 SDR 的本意，是為當時日趨緊

張的國際儲備提供一種補充，彌補國際清償能力不足，以重建美元危機後

國際貨幣體系的信心。 

 1969 年 9 月，IMF 成員國繳納基金份額的計算單位，由美元改為特

別提款權。它是 IMF 分配給成員國的一種使用資金的權利，成員國在發

生國際收支逆差時，可用它向 IMF 指定的其他成員國換取外滙，還可償

付國際收支逆差或償還 IMF 的貸款，及與黄金、自由兌換貨幣一樣充當

國際儲備。因為它是 IMF 原有的普遍提款權以外的一種補充，所以稱為

特別提款權。最初發行時每一單位等於 0.888 克黄金，與當時的美元等值

（「SDR與人民幣的國際化」，經濟導報，2015.12.14）。 

 IMF成員國需交納會費，亦即份額。份額認繳是 IMF資金的核心。

每個成員國被分配一定的份額，份額大致基於成員國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

地位。成員國的份額決定其向 IMF 出資的最高限額和投票權，並關係到

其可從 IMF 獲得貸款的限額，這就是普通提款權。當一國加入 IMF它被

分配到一個初始份額，該份額與經濟規模和特徵大致與可比的現有成員國

份額相當。但是隨著經濟發展，成員國尤其是開發中國家感到外滙短缺，

即國際清償能力不足，於是 IMF創設 SDR 這種具有儲備貨幣功能的帳面

資產，參加國可按其份額無條件享有分配額度，被稱為特別提款權。 

 SDR 並不是一種貨幣，也不是對 IMF 的債權，而是對 IMF 成員國的

（可自由使用貨幣的）潛在求償權。SDR 是一種帳面資產，可用於國際支付，

主要是在成員國的官方之間支付清算、借貸和還本付息。SDR 的另一個

使用方式是由 IMF 指定某一個成員國為需要兌換外滙的國家提供外滙，

SDR 只有兌換成外滙，其價值才能用於國際市場支付和清償。 

    在人民幣尚未納入 SDR 之前，SDR 貨幣籃子中四種貨幣所占的比重

為：美元占 41.9％、歐元占 37.4％、英鎊占 11.3％、日圓占 9.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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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1 日，IMF 宣布五年一次對於 SDR 計值貨幣籃子的審議結果，對

各種貨幣的權重做出調整：美元占 41.73、歐元占 30.93％、人民幣占 10.92

％、日圓占 8.33％、英鎊占 8.09％（亞洲週刊，2015.12.20）。人民幣納入 SDR

後所占權重排在美元和歐元之後，位列第三。 

 

（二）大陸推動人民幣納入SDR所做的努力 

    按照 IMF的規定，一國的貨幣加入 SDR 需要滿足兩個標準，其一貨

幣發行國的出口貿易規模位居世界前列；其二該貨幣可自由使用，即在國

際交易支付中被廣泛使用和在主要外滙市場被廣泛交易，具體表現於透過

貨幣在全球外滙儲備、國際銀行業負債、國際債務證券、跨境支付、貿易

融資中的比重，及在主要外滙市場交易量等衡量指標。作為全球第二大經

濟體和貿易大國的大陸，符合第一個標準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人民幣是

否被認定是「可自由使用」的貨幣，便是能否被納入 SDR 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近年來大陸積極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金

額快速增長、貨幣互換協議規模繼續擴大，資本項目下人民幣業務不斷突

破，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迅速，這些政策和措施為人民幣成為 SDR 的貨

幣籃子貨幣創造良好的條件。 

    為促進大陸外貿企業的貿易和投資便利化，大陸官方自 2009 年 7 月

開始，在上海等 5 個城市進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首批試點企業

365 家。2010 年 6 月境內試點地區擴大到北京等 20 個省區市，境外地域

範圍從港澳和東協等地擴大到所有國家和地區，試點企業擴大到 67,724

家。2011 年 8 月，試點擴及至全大陸，至此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不受地

域限制，業務範圍涵蓋貨物貿易、服務貿易和其他經常項目，並逐步擴展

至部份資本項目。據大陸方面數據顯示，2015 年 8 月，人民幣首次超越

日圓，成為全球第四大支付貨幣（「堅定步伐打造堅實基礎」，北京經濟日報，2015.12.1）。 

    2008 年 12 月以來，大陸與周邊國家和地區擴大貨幣合作，截至 2015

年 5 月，中國人民銀行已與韓國、馬來西亞等超過 32 個央行或貨幣當局

簽署本幣互換協議。透過本幣互換協議，人民幣可通過官方渠道進入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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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的金融體系，促進人民幣結算和流通效率的提高。 

    在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方面，中國人民銀行自 2010 年以來積極

推展人民幣境外直接投資個案試點。2010 年 10 月，新疆首先推行跨境直

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2011 年 1 月和 10 月，中國人民銀行先後公布「境

外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試點管理辦法」和「外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

管理辦法」，規定獲准的境內企業可以人民幣進行境外直接投資，境外的

企業和個人也可按規定使用人民幣到大陸進行直接投資。 

 

（三）人民幣納入SDR與人民幣國際化 

    人民幣納入 SDR 可增加國際市場對人民幣的信心，同時也有利於企

業跨境投資、在海外購買資源、技術和勞務等，這確實是人民幣國際化的

重要里程碑；但是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到儲備貨幣的轉化，繼續推進國際

化的進程依然任重道遠。 

    人民幣納入 SDR 具有三大正面的意義：其一標誌著國際社會對大陸

經濟和金融改革的認可，以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肯定；其二穩步推

進人民幣國際化，可以增加國際對人民幣的信心，增加國際上人民幣的使

用，不僅會在各國官方儲備貨幣裡增加人民幣，而且會有更多的人民幣資

產配置；其三是有助於促進大陸金融改革。人民幣納入 SDR 意味著大陸

要承擔更多國際貨幣責任，這也反過來要求大陸方面必須進一步推進包括

滙率市場化在內的各項改革（劉英，「邁出關鍵的第三步」，北京經濟日報，2015.12.1）。

儘管如此，這些正面的影響距離人民幣國際化的長期目標仍相去甚遠，而

其關鍵仍在於大陸實體經濟的表現。 

    回顧美元國際化和日圓國際化的發展歷程，美元成功國際化的重要原

因，是美國先後進行「馬歇爾計劃」、石油美元、全球化，使得美元在全

球範圍內，無論已開發國家或能源國家、乃至新興市場國家，都得到廣泛

的使用。至於日圓國際化基本是失敗的，僅管日圓在廣場協議之後持續升

值，到 1995 年日圓占全球儲備貨幣總額僅 7％。日圓國際化的失敗，與

東亞「雁行模式」無疾而終有直接的關聯，以致日本在 1990 年之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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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國際化也就呈現停滯狀態（鄧海清、陳曦，「關於 SDR的四大誤區：加入 SDR是不是一

樁有利可圖的買賣？」，經濟導報，2015.12.14）。 

    IMF 的貸款業務都是透過可自由使用貨幣或 SDR 來進行。在使用

SDR 的情況下，借款中所占份額仍不超過 2.9％，基於人民幣只占 10.92

％的權重，將有略低於 300 億美元轉變為人民幣儲備資產，大約相當於

2014 年大陸 GDP 的 0.4％（「SDR與人民幣的國際化」，經濟導報，2015.12.14）。此一規

模僅等於目前大陸 1-2 天在岸人民幣外滙市場的成交量，而 SDR 並不具

強制約束力，IMF 成員國在調整自身外滙儲備資產時，並不會參照 SDR

的構成。人民幣要想在國際儲備中占一席之地，還是必須提升其在國際應

用中的接受度、便利性和流動性，這意味著大陸必須進行金融領域的改革，

大規模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接受國際通行的金融規則，才有助於人民幣的

國際化。 

    除此之外，根據 IMF 的數據，目前有 38 個國家和地區的中央銀行宣

布持有人民幣資產，總額約為 7,800 億元人民幣，占目前全球官方外滙儲

備的比例大約為 1.1％。美元所占比例略低於 64％，歐元占 21％，英鎊占

4.1％，日圓占 3.4％。很顯然的，人民幣在全球官方外滙儲備所占比例還

非常小（「人民幣後 SDR考驗」，財經雜誌，2015.12.7）。 

    由是觀之，人民幣納入 SDR 貨幣籃子短期間影響有限，但是在人民

幣納入 SDR 過程中，大陸為推動金融市場開放、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

升金融體系競爭力所做的努力意義深遠。從長遠看，人民幣納入 SDR 將

使大陸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擴大金融市場開放、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持

續進行滙率形成機制改革，才能符合 SDR 每五年一次評審的條件，也才

有助於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