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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金融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加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此为目标，从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科技

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和完善金融体系功能、深

化金融对外开放、防范金融风险、推进金融科技发展 6个方面，加快推动我国“十四五”时期

的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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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 40多年来，我国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市场的开放和改革的推进，中国的金融也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从以传统信贷业务为主导的单一金融业态，发展成为一个涵盖信贷市场、货币市

场、资本市场、金融科技、财富管理、支付清算等多元化的金融业态。金融业态的多元化，推

动了中国金融功能的转型升级和效率提升，逐渐从单一融资的金融功能发展成为融资与财

富管理并重。金融风险也由改革开放初中期的单一机构风险（资本不足风险）演变成机构

风险与市场风险并存的格局。金融监管模式与之相适应，也由“大一统”的模式历经“分业

监管”到目前正在探索的功能监管模式。在过去 40年的金融变革中，中国一直坚持市场化

的改革方向，在资源配置方式、风险分散机制和监管模式改革等领域朝着现代金融方向推

进，在开放和国际化方面秉承试错性探索的原则，并积极拥抱金融科技带来的变革。目前，

中国金融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传统、落后的计划性金融，转变成初具现代化金融功能特征

的市场化金融。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中国也必须构建与大国经济规模、结构和特征相匹

配的大国金融。因此，中国金融应该是开放的，具有强大的基于市场的资源配置、财富管理

和风险分散功能相统一的特征。“十四五”规划时期，中国金融面临开放加速、金融科技实践

的冲击，应延续市场化的方向进行结构性改革，顺应技术性特征和国际化趋势，探索适合中

国的大国金融模式。

中国的大国金融模式是要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这

既是党中央对金融业发展的指导方针，也是金融业发展的新任务。要以此为目标，从以下 6
个方面，加快推动我国“十四五”时期的金融改革开放和发展。

一、构建服务于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的现代金融体系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原因

（1）金融市场化深度有待提升。现代金融体系是高度市场化的体系。当前中国金融仍

存在利率调控机制和传导机制不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健全、资本市场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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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不通畅等问题。从利率角度看，中国金融市场对存贷款利率水平的显性管制已经解除，但是，利率市场

化形成机制尚未真正建立，利率型政策调控工具效果有待加强，利率传导机制仍待完善，且市场化利率水平

在资金定价过程中的影响力偏小。与此同时，金融机构对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依赖较强，自主定价能力偏弱，

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依旧明显。从汇率角度来看，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主要强调了人民币

在合理水平上基本稳定这一目标，并在此前提下尽可能推动其它目标的实现。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人民币的风险管理、跨境流动、国际影响力提升等需求变得越来越重要。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推

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从资本市场定价角度看，长期以来，受非市场化发行和退市制度、地方政

府行政干预和隐性担保等因素的影响，无论债券市场还是股票市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定价扭曲，并由此

带来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金融功能弱化等问题。

（2）金融国际化范围亟待扩大。现代金融体系是开放的体系。开放不但使一个国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

实现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散，还能够通过相关制度和法治的建设，促进一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实现

国家文明与现代化。当前，我国金融开放程度落后于经济发展程度，无法适应经济全面开放的要求，没有充

分发挥好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的作用。

（3）金融科技化程度有待提高。现代金融体系是科技创新驱动的体系，要求科技成为金融脱媒和金融

开放之外推动金融发展的第三种重要力量。金融科技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金融供给在时间、空间上

的约束，提升了金融服务的质量、效率和可获得性，不仅独立形成了一种金融业态，还将帮助传统金融业更

具效率地管理风险、拓展客户。当前我国金融科技在增加金融服务供给、提高金融效率、推动普惠金融、防

范金融风险等方面仍有较大发展空间。

（4）金融监管能力尚需加强。现代金融体系必须是能够识别并有效防范风险的体系。随着经济的发

展，社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在发生变化，金融监管也应随着本国金融结构和金融风险的变化而做出应对。

随着中国金融向现代金融体系转变，单一信贷资产逐渐发展为多元化金融资产，证券化资产占比将提升。

这将导致风险的来源从资本不足为主转向资本不足和透明度不足双重风险并存。一方面，识别出具体的风

险点帮助更好地完善金融监管；另一方面，不同风险互相扩散、交织，导致金融风险存在异变性和复杂性，给

金融监管带来新的挑战。

（二）总体思路

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十四五”规划期间中国金融改革的最终目标，因此，应当从满足微观

主体的金融需求出发，设计好现代金融体系服务居民和企业的机制和结构；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形成风险

分散机制出发，建立健全开放、透明、高效的资本市场；从金融创新和金融安全角度出发，提升金融监管水平

（吴晓求，2019b）。

（1）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切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融发展要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民群众生活水平提升带来的金融需求变化，离开了实体经济需求，金融的自我发展是不可持续的（Buera
and Kaboski，2012；刘伟，2018）。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居民财富增长，金融服务于实体

经济的内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当前，中国金融要越来越多地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居民多样化财富管理的

需求倾斜，越来越多地向科技创新型企业和消费类企业倾斜，越来越多地向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倾斜。

这就需要切实转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构建一个涵盖银行信贷、便捷支付、风险投资、债券市场、股票

市场、衍生品市场等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持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不同经济主体、不同风险特征的金融

需求。

（2）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的利率决定机制。不断提升金融机构的资产管理能

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加快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进存贷款基准利率与

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并轨。持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逐渐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扩大外汇市场投资交

易功能，逐步推进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支持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投资中的使用，推动人民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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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化以及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改革和调整金融结构，加大直接融资比重，推动资本市场发展。

（3）稳步推进金融对外开放。不断提高和拓宽外资金融机构的参与度，完善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机制，提

升跨境资本流动的便利度。加快形成涵盖金融机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的现代金融体

系。大力提升国内金融机构的全球资产配置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协调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税收、会计、

评级等配套制度，完善与金融业开放相适应的风险评估体系，健全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架构，提高可

兑换条件下的风险管理水平。切实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完成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

（4）高度重视金融科技发展。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模式、业务流程，推动金融发

展提质增效，进一步改变金融市场格局。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手段，改善金融服务的质量

和效率。不断缩小数字鸿沟，服务长尾人群，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防范技术壁垒、综合经营

等引起的金融风险，加大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

（5）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要不断提高资本市场信息透明度，全面推行证券发行注册制度，完善证券交易

制度，健全退出机制。加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力度，优化投资者结构，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市场。提高

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培育资本市场的财富管理功能。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提升资本市场支持关

键核心技术创新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6）加快推动金融监管框架和制度变革与创新，更加关注透明度风险。实现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

政策的有效协调配合，特别关注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政策的衔接与可转换性。充分利用监管科技手

段，建立智能动态的金融市场监测系统和金融风险防控系统，加强新型金融风险的识别与防范，提升金融监

管的实践效果。进一步健全与完善“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国际协调，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

融风险。

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央行的专业性地位和政策制定与施行中的独立性有待提升，货币政策稳定性与连续性不足。央行

货币政策目标较多，多重目标之间的权重不甚清晰。央行承担较多刺激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维护金融稳

定等长期任务，使得市场对货币政策的短期预期不稳定，增大了经济波动性。央行在政策制定和施行中的

独立性尚显不足，使得政府债务货币化冲动有所增强，加大了未来系统性风险集中爆发的可能性。

（2）基础货币投放主动性尚需加强，投放工具仍需丰富。被动投放基础货币仍然占据较大比例，货币市

场短期调节工具需要进一步充实，短期国债市场深度不足，制约了回购交易开展。结构化投放工具效果有

限，实施过程中存在监管套利现象。

（3）基准利率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反映市场资金真实供求的能力有限。贷款基础利率（LPR）报价以中

期借贷便利（MLF）操作利率为基准加点形成，而MLF的形成过程中，行政干预存在较大影响，导致MLF的市

场化程度不足，没有完全反映市场出清的利率水平，进一步导致银行贷款成本与流动性不完全匹配，资金市

场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

（4）货币政策定向调控能力有限。货币政策用于调节经济结构具有一定局限性。市场经济条件下，资

金会存在由低收益部门流向高收益部门的激励。定向货币政策往往只能在初期取得一定的短期效果，随后

政策效果会由于资金市场化流动和监管套利而减弱。

（二）改革的目标与重点

（1）货币政策目标应聚焦主次，增强央行独立性。央行应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其次考虑经济增长。

货币政策主要作为短期稳定器，不应过度作为长期工具使用。防范化解风险应通过专门的金融稳定工具实

现。货币政策应用于推迟债务风险爆发时，应当明确退出时间表。要进一步增强央行独立性，从体制机制

上逐步减少对货币政策的干预，赋予央行独立决策利率、货币供应量等重要中间目标的能力（Stein，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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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化基础货币投放结构和抵押品结构。根据经济运行状况，合理确定基础货币结构。首先通过降

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乘数，释放流动性资金。存款准备金率降到较低水平后，再通过央行增持有价证

券增加基础货币投放。央行直接持有的国债规模增加不宜过快，防止赤字过度金融化。

（3）加快推动数量型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货币政策转型，完善市场化调控机制。要逐步实现数量型中间

目标到价格型中间目标的转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整基准利率并传导到终端利率。合理选择市场化基准

利率，考虑将基准利率从MLF利率改为银行间回购定盘利率（FDR利率），并将其统计范围扩展到全部金融

机构，提高基准利率地位和市场认同。要尽快消除存贷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利率“双轨并行”的格局，择机将

存款利率与货币市场基准利率挂钩。

（4）加快货币市场子市场建设和货币政策工具创设。要加强利率工具在基础货币价格形成中的作用，

建设数量型与价格型并重的多维度货币政策工具体系。适当考虑超额准备金利率的使用。

三、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完善金融体系功能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原因

（1）资本市场核心功能需要重新定位。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片面强调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而忽视

了其他功能的发挥。然而，当财富管理功能无法实现的时候，市场缺乏必要的活力与韧性，融资功能的发挥

也大打折扣。随着居民财富的积累和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居民家庭快速扩张的财富管理需求与资本市

场整体的低投资回报率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资本市场迫切需要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家庭财富管理需

求。与此同时，市场定价能力薄弱导致大量资金沉淀在盈利能力低下的企业中，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难以

有效实现。资本市场需要从重视单一的融资功能过渡到融资、财富管理和资源优化配置三者并重的阶段。

（2）上市公司质量亟待提升。中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质量整体偏低，体现为企业整体盈利能力较低、

成长性以及成长的持续性不足。从证券发行的角度看，在审核制的框架下，企业发行上市的标准过于关注

其当前和历史的财务指标，对企业未来发展潜力缺乏有效的评估。过高的发行门槛导致上市资格成为一种

稀缺品，进而阻碍了退市机制的顺利运行，资本市场难以真正实现“优胜劣汰”。从公司治理角度看，由于缺

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和有力的淘汰机制，控股股东掏空上市公司的事情时有发生，公司价值遭受损害。

（3）投资者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中国股票市场上个人投资者规模庞大，整体理性程度偏低，交易行为

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情绪的干扰。这种情绪驱动的交易活动加大了资产价格的波动，降低了资产价格的信

息含量。当非理性交易成为市场普遍存在的活动时，由此带来的噪音交易风险就成为市场一类重要的风险

来源，进而影响理性投资者的套利行为，降低市场有效程度。与此同时，当投资者非理性程度较高时，上市

公司有更大的激励去迎合投资者而不是专注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和长期盈利能力的提升，这对资本市场整体

发展会造成根本性的影响。

（4）资本市场透明度监管有待进一步提高。对于资本市场而言，透明度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中国

资本市场虚假信息披露、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相对严重。究其根源，一是资本市场的法律制

度体系不够完善。从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到股票发行条例、信息披露、退市准则等都应逐步修订完善。二

是违法违规成本过低。上市公司通过虚假信息披露获得巨额收益而无需承担太多经济成本，从而严重影响

了市场的声誉。

（二）总体改革思路

（1）构建融资和财富管理功能并重的资本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要与我国现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相结合，配合实体经济的调整，加强创新以适应市场需求。不能把资本市场看成是一个简单的融资市场，

看作是商业银行借贷、融资的市场化延伸。一个无法为投资者提供合理投资回报、缺乏财富管理功能的资

本市场，长期来看会严重损害其融资功能的效率。这一理念如果无法形成，就无法深刻理解资本市场在现

代金融体系的核心价值，变革就会找不到正确方向（吴晓求，201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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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升资产定价效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传统金融依赖商业银行信贷融资，而信贷市场只是现代金

融体系中的一部分。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以市场为风险定价的基础，为不同资金供给者和需求者提供融资

工具选择和交易对手匹配，进而完成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在这一过程中，价格是一切市场行为的基

础。当市场丧失了价格发现能力的时候，相关活动主体的决策行为就缺乏依据，就会是扭曲、甚至错误的。

资本市场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围绕提升资产定价效率，完善包括推动一级市场定价的市场化程度、改

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优化投资者结构在内的各项制度设计，其中，最重要的是总结科创板注册制的经

验，全面推行股票发行的注册制改革。

（3）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上市公司是市场价值的创造者。上市公司质量的提

升既要依靠自身经营管理能力的提升和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也离不开资本市场制度体系的完善。要进一

步加快发行制度改革，完善退市机制设计，确保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优化资源配置效率。逐步引导建

立多元化的分析师评价体系，建立上市公司多元化评价体系，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体系和外部监督机制，

切实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4）明确监管目标，创新监管模式。一国金融监管的框架取决于该国金融市场风险的来源和特征，资本

市场的风险主要是由信息不透明带来的，因此，信息披露和市场透明度监管是资本市场监管的核心。监管

部门需要对信息披露的内容、方式以及信息披露违规后的处罚措施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规定，并确保

其公正执行。同时，借助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新型手段，建立资本市场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实现智能化市场

监管防控（周小川，2018）。

四、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不够完善，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可自由交易。金融对外开放需要完善人民币

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没有变，在操作层面上秉持的逻辑是谨慎的、探索性的

试错方法。目前人民币的汇率，离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仍有一段距离。在没有达成浮动汇率的情况下，人

民币仍无法实现完全可兑换性，人民币的跨境流动将会受限，这会降低中国金融开放的成效，也会影响人民

币的国际使用。汇率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进行金融开放，监管部门会常常陷入国内均衡和外部均衡取舍的

两难境地，也不利于形成一致稳定的市场预期。

（2）人民币的双向流动机制还不通畅，境外资本投资比例过低。人民币的资本流动包括境外人民币对

内投资和境内人民币对外投资，目前来看，两个方面的流动都存在诸多限制。出于审慎监管的需要，人民币

的对外投资需要多部门严格审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内，中国已经在逐渐完善人民币对外投资的途

径机制，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也在逐年提高。但是境外资本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2019
年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外资占比只有 3%。若境外机构持有的人民币没有稳定的资产池进行保值增值，将会

抑制其他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的意愿。

（3）国际货币竞争加剧，需要较长时间形成人民币网络效应。世界经济增长正在趋缓，中美关系从合作

走向竞争，国际环境严峻而复杂。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给美国带来了巨大铸币收益，人民币国际化将触

动美国的核心利益。金融的对外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削弱了以美元为代表的主要国际货币的影响力，

使得国际货币竞争更加激烈，人民币国际化面对巨大竞争压力。同时，货币的使用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旦形

成货币支付习惯，除非有重大的利益变化，否则很难更改和替代。201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美

元走强，持有人民币的红利大大缩小，无论贸易还是金融计价结算，使用人民币的动机有所减弱。只要人民

币未迈过网络效益门槛，受到规模小、交易成本高的约束，人民币国际化就缺乏竞争优势。

（4）与金融对外开放相适应的法律体系与法治水平尚待完善，市场透明度、契约精神亟待提升。目前，

国际上已有包括国际清算银行支付结算体系委员会和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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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法》、《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证券及衍生品交易市场行为条例》等完备的国际立法规

范，但中国尚没有清晰透明且具有可操作性的综合立法。此外，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越来越需要契约

精神。有了契约精神、履行承诺，才能有效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提升金融市场参与者信心。随着中国金融

的进一步开放，更迫切需要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推动更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市场透明度。金融中介机构

是信息的过滤者和发布者，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信评估机构以及各种金融中介机构的专业化能力

仍需提升。同时，法治水平和道德约束的形成需要政策稳定性作为支撑，不连贯、不一致的政策会削弱制度

的可信性，这对中国监管部门等政策制定者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改革目标与路经

（1）短期路径与目标。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的短期目标是进一步提升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包括 4个层次：不断提高外资机构对中国金融的参与度；进一步拓宽

资本市场双向开放机制，提升跨境资本流动便利度和效率，不断提高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深化人

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建立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通过实施高效率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维护人民币币值的

合理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逐渐完成中国金融业从被动适应现有国际金融规则和国际

金融体系到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规则和体系建设的角色转变（吴晓求等，2020）。

（2）长期路径与目标。从长期看要形成一体两翼的战略目标，其中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开放乃两

翼，而一体是构建新的国际金融中心（吴晓求，2019b）。中国要逐渐形成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金融体系，确立

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完成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在国际金融领域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一是形成国际化金融体系。着重要从金融机构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国际化这 3个方面入

手，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国际化体现在两个方面，区域分布国际化、服务产品国际

化。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金融国际化的重要目标，人民币能够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

币。没有人民币国际化，就无法全面启动中国金融的开放。资本市场国际化的重点是双向开放，扩大人民

币的跨境流动规模，加强资本流动的监测和预警。金融监管应实现宏观审慎与微观监管的协调与平衡。建

设新的国际金融中心是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新的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是人民币计价资产的交易中心

和全球财富管理中心。

二是要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设施和配套体系建设。完善 CIPS规则设计和系统功能，发挥其在

技术、安全、便捷方面的后发优势，为参与者提供更好的动态管理、流动性支持和金融风险管理服务。充分

考虑海外需求，提高各类市场主体参与的便利化程度，适度匹配和延长交易结算时限。推动清算行转型为

离岸做市行，丰富离岸人民币利率产品，探索离岸人民币流动性调节机制。完善人民币大宗商品、金融产品

的衍生品市场，推出国际认同的人民币金融产品标准，提高人民币衍生品市场的国际性，为人民币资产管理

提供完备的风险管理、对冲工具。加快推动税收、会计、评级等制度国际接轨，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透明、可

信的配套服务。积极推进境内评级体系发展和适度开放，加强行业监管，为境内外投资者提供充分可信的

风险定价参考。此外，化解境内外法律及监管适用差异，以场景适用或立法条款等形式，在跨国主体认定、

违约处理、争议解决等方面明确和协调处理方式，消除境外投资者的顾虑。

三是要大力发展数字货币与人民币电子商务，为一些国家替代美元提供手段、渠道和清算机制。在苏

州、深圳等城市试点数字货币的基础上，加快完善数字货币的投放、发行、运营和回流体系。中国幅员辽阔，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在数字货币的推广使用过程中，需要总结可复制、可推广的方式方法，这些经

验可以帮助世界其他国家发展数字货币。尤其是对于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等对于美元霸权有抵制情绪

的国家，数字货币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替代性产品，在帮助当地稳定货币价值的同时，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

发展。

四是要在各个金融市场提高人民币资产管理能力，加强对资本项下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管理和整体规

“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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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稳妥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将上海打造成为与伦敦、纽约一样的全球金融中心，将深圳建设成为与旧

金山齐名的金融科技中心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孵化中心。放宽货币市场准入资格，进一步发展外汇衍生品

市场。允许适度投机交易，增强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尽快解决境外投资者在不同账户之间的头寸转换问

题。提高中国配置、调度国际金融资源和人民币资产管理能力。

五是要坚定不移、审慎有序地推动人民币成为全球重要货币，在经常项下系统地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

充分发挥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的积极作用。在资本项下，加大以人民币

定价的金融资产的交易。在中方提供主要资金进行的“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中，应设定最低比例的人民

币额度。增强货币互换的计划性和针对性，争取将人民币纳入对方国家金融体系，使得相关国家商业机构

可以借到人民币用于进口支付。精简人民币跨境使用相关程序，避免产品多头监管，提高跨境投融资审批

流程的便利性和透明性，协调不同管理机构，整合建立便捷的信息和政策查阅平台。

五、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及其防范

（一）可能存在的风险

（1）跨境资本流动风险。金融开放必然会加剧跨境资本流动，加剧资产价格波动，增加资本市场风险。

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存在严重的套利动机，容易在国内金融市场景气时，资本过度流入，滋生资产价格泡沫。

在金融市场衰退时，资本过度流出，导致资产价格急速下跌，引发流动性危机。不仅如此，在开放条件下，外

部经济金融事件更容易通过资本流动传导到中国资本市场，加剧资本市场波动。

（2）汇率大幅波动风险。金融开放后汇率面临着自由浮动与安全性之间的权衡。金融开放后，浮动汇

率是必然选择，这将对经常项目带来直接影响，进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也会遭到冲击。同时，汇率波动也

会影响着境内人民币投资的收益率，由此导致国际游资频繁的进出，加大金融市场的波动性。在宏观经济

层面，汇率自由波动也对央行货币政策、外汇储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若宏观调控出现失误，汇率自由波动

还会引发更大的金融风险。

（3）房地产市场风险。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弹性增加，使得中国房地产市场价格波动加剧，增加房地产

市场风险。房地产在中国家庭和企业的资产组合中占有较大比重，房地产部门对中国宏观经济有重要贡

献。由于房地产投资者通常使用金融杠杆，房地产部门的景气周期又和金融部门密切联系在一起。房地产

价格高估时，在金融市场封闭的条件下，由于国内缺少替代的投资品种，房价调整可能比较平稳。但金融开

放增加了多种资本投资渠道，可能加速高估的房价调整，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其作为抵押品价值下降，容

易导致企业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问题。

（4）金融机构风险。开放背景下更加激烈的竞争和更加复杂的业务网络增加了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的各

种风险。在竞争压力下，容易产生过度风险承担，增加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风险和倒闭风险。开放也增加了

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在更加广泛的业务联系下，外部经济金融事件对国内金融机构经营状况将产生

更大的影响，加剧其经营风险。在金融机构国际化过程中，容易因为不适应新的经营环境而产生合规风险。

（5）金融监管风险。跨境资本流动增强内外市场联动，想做到穿透式监管，消除监管真空地带和监管套

利行为，必须依赖监管国际合作。一国金融政策（尤其是利率和汇率政策）的政策效力会被相应的跨境资本

流动所冲抵，导致金融政策抵消或无效，加大了中国金融政策制定和实施的难度，监管部门与金融市场的沟

通变得更加重要。金融开放之后，如何改进现有的监管框架，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和国际组织共同合作，实

现功能监管目标，防范和及时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开放后必然要面临的问题。

（6）实体产业风险。金融开放扩大了单一外部事件冲击和行业冲击对中国实体产业的影响，尤其是对

纺织服装、机械制造、软件服务等参与全球竞争的产业。丰富了企业进行现金流管理的工具和手段，但也增

加了业务风险和相关业务人员的操作风险。在金融开放条件下，外部冲击对实体产业的影响被放大，若实

体企业自身的产业竞争力较弱则会在投机性资本的冲击下遭受巨大损失。境外金融机构倾向于抢占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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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客户、大型龙头企业的市场，市场竞争的结果会导致大企业的融资成本下降，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

资成本攀升，可能影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7）高额债务风险。金融开放可能进一步提高家庭和企业的杠杆率，提高外债比重，增加债务风险和汇

率风险的双重叠加风险。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之前，如果没有政府管制，大量外债可能仍然以外币形式存

在。在人民币汇率下行的情况下，外债的人民币负担加大，会进一步加剧债务风险。而债务问题的加剧又

会反过来加剧人民币下行压力，造成双重风险。

（二）防控思路与重点

（1）总体原则。要继续遵循“渐进、审慎、可控”原则，做到金融市场有预期、金融机构有准备、金融监管

有安排、国际合作有保障，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要协调有序地推进金融领域改革，处理好

实体经济和金融部门、国内产业经济和跨境资本流动的关系。金融开放顺序和层次，要与国内金融体系成

熟程度、实体经济风险抵御能力相适应（裴长洪、刘洪愧，2018）。

（2）具体举措。

一是增强资本市场韧性，完善资本流动宏观管理机制。进一步深化资本市场改革，促进多层次资本市

场发展，增强境内资本市场吸收冲击的能力。提高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水平，促进各类资产定价理性化。推

动金融开放常态化，提高因时制宜的资本管控能力，深入研究资本流动政策与其它经济政策的搭配问题，进

一步提高宏观调控能力。

二是加快推动外汇市场建设，增强市场竞争力，化解汇率风险。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在增加汇率灵活

性的同时引入更多交易主体，提高汇率市场深度，使得人民币汇率更能反映市场供求和预期。丰富外汇期

货和外汇期权产品，加快推出汇率指数相关产品，降低人民币与美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对冲成本，降低企

业管理汇率风险的成本。不断推动金融业态、金融产品、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创新，通过科技创新提升金融

机构实力、金融市场的竞争力和防范金融市场风险的综合能力，降低汇率波动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冲击。

三是坚守“房住不炒”，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防止房地产价格非理性大起大落，确保房地

产价格相对稳定。提高租户保护水平，推动租房市场发展，以坚实的基本面作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根本动

力。促进房地产金融合理健康发展，保证房地产市场必要的流动性，防范流动性危机。

四是加强金融机构人才队伍建设和国际化经营能力。鼓励境内金融机构通过多种方式吸引和激励国

际化专业人才，为境内金融机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进一步推动功能监管和综合化监管改革。在金融

监管方面兼顾中国特色和国际惯例，同时完善制度保障，促进中国国内金融机构提升国际化水平。

五是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提高实体企业的竞争力和资信。

引导金融资本多渠道服务实体经济，坚持市场化引导手段，强化金融机构处理信息不对称的能力，通过金融

机构的择优能力，促进产业发展。

六是建立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债务结构。充分重视外币债务对金融风险的影响，综合考虑涵盖整体和

局部债务、内部和外部债务、显性和隐形债务、私人部门债务和政府部门债务等在内的国家债务整体水平。

要综合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化解债务风险，与实体经济发展、房地产风险和金融机构风险相统一，真正

做到风险化解而不是风险转嫁。

六、金融科技发展的深刻影响和发展重点

（一）主要影响和问题

（1）推动金融脱媒，改变市场格局。金融科技创新金融产品、经营方式、风控流程等，运用现代科技成果

推动金融业创新发展。与传统银行支付相比，第三方支付操作更加便捷高效，并嵌入了电子商务和社交等

互联网平台，对零售端客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迅速分流了原属于银行的支付业务。从长期来看，随着客

群整体数字能力的提升，第三方支付不排除未来介入大额资金交易的可能，银行支付中介功能将会弱化。

“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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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发展还引发零售信贷市场竞争，一定程度上替代传统银行信用中介功能，推动金融脱媒。大数据

信贷的发展让一些科技公司进入信贷市场，与银行在零售信贷市场开展竞争，也部分替代了传统银行的信

用中介功能，加速金融脱媒。

（2）增加金融供给，提高服务效率。金融科技发展促使经营成本显著下降，主要体现在减少对物理网点

的依赖，云计算和分布式架构等技术发展降低机构前期成本和后续基础设施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提供商的

工作效率和客户的管理效率。利用金融科技可以改善传统的低效率组织结构，改进复杂和耗时的预审批、

中期管理和后期监督与控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分析客户金融需求，针对客户个性化需

求和差异化风险偏好，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减少了筛选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服务流程实现了优化，运

营效率得到了提升，客户可以快速接触到优质服务。

（3）服务长尾客群，助力普惠金融。金融科技拓展了传统的风险评估手段，可以借助现代科技手段实现

更为全面的信用评估，提高金融机构的信用风险管理能力。利用大数据可以识别出具有低违约风险的优质

服务对象，可以有效地防止高违约风险的客户从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更有针对性地快速提供优质服务。

通过金融科技不断缩小数字鸿沟，服务长尾人群，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解决成本与收益不

匹配、效率和安全难以兼顾等普惠金融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进一步服务没有被传统信贷体系覆盖的人群，有

助于实现真正的普惠金融。

（4）金融风险变异，增加监管难度。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金融创新，其有效性、稳

定性和安全性存在不确定，风险有出现变异的可能。同时，技术进步带来的机构综合化经营，使得系统性风

险增加，也使得透明度监管变得更加困难。金融科技公司的兴起和互联网金融产品的推出，打破了金融业

原本子行业之间的隔阂，通过一个平台，可以对接支付、储蓄、信贷、保险、理财、股票、基金等几乎各金融大

类的产品，提升客户的黏性，推动金融业朝着更加混业的方向发展。这为既有的分业监管模式带来了挑

战。此外，非法集资等金融诈骗活动打着金融科技的旗号蒙蔽金融素养相对较低的普通群众，也为监管带

来了很大挑战。

（二）发展思路和重点

（1）抓住新一轮技术革命机遇，引导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金融科技发展为金融乃至经济发展带来

了巨大的机遇，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块链技术的论述，加快推进金融科技和产业创新协同发

展。结合央行等各部委和地方政府规划，努力建立健全金融科技发展的基础设施，加强金融与科技的协调

发展，增进金融科技落地的实践效果，拓展人民群众获得金融服务的渠道，提升人民群众对金融服务的满意

度，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占据领先水平。在监管方面，应继续对金融科技的发展保持开放、包容态度，在风

险可控的前提下，用战略眼光和前瞻性视角出台切实可行的政策、引导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

（2）利用金融科技提升金融的效率，推动金融转型升级。金融科技契合市场需求，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内

生力量（吴晓求，2015）。要制定符合市场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势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尤其应重视科技

人才培养和业务模式探索，逐渐将金融科技的变革应用到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中来。借助金融科技的手段

来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实现金融业转型升级。当前，国内外顶尖金融机构已经制定

了自己的金融科技发展战略规划，重视相关人才的培养和引进，部分传统金融机构也正在与金融科技公司

合作。政府应该引导金融机构和金融科技公司的竞争合作，积极提供线下应用场景，抢占全球金融科技的

竞争高地。

（3）引导金融科技朝数字普惠金融方向发展。要理性看待 P2P网贷平台的风险爆发等金融科技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P2P出问题不意味着整个金融科技体系都不行，P2P更多是实践操作中走了歪路，因此要

引导金融科技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金融科技要利用好其普惠性的特点，抓住金融科技纳入之前无法得到

金融服务的群体，扩大金融覆盖面。在数字普惠金融的框架中，以现代科技为依托，使得银行、非银行金融

机构、移动网络运营商等作为金融服务的提供商，通过数字化交易平台、代理网络和消费者接受设备等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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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合，高效率、低成本地获取客户信息，削减运营开支，优化风险管理，让经济能力较差的群体能够以可承

担的价格享受到征信、支付、信贷、储蓄、理财、保险甚至是证券等正规金融服务。要用强大的数据体系看清

风险的成因，合理管控风险。

（4）以央行为主导稳妥推进官方数字货币发展。当前，全球对将数字货币引入货币体系的呼声越来越

高，私人机构如 Facebook已宣布即将发行名为 Libra的数字货币。数字货币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去中心化货

币发行机制可行性的探讨。现代经济中，中央银行发行现钞，通过控制存款准备金率等手段调控商业银行

准备金，创造基础货币；商业银行根据基础货币数量发放贷款，在此过程中创造信用货币。这种“中央银行

—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已经成为现代货币经济的柱石。要明确的是，数字货币只是基础货币供应形

式的改变，不是机制的改变。本质上数字货币只有仍然依靠国家信用才能成为稳定的货币。中央银行发行

数字货币要解决一系列基础性的问题。例如，数字货币的发行机制中商业银行的位置，商业银行在数字货

币发行中扮演的角色，数字货币和现行法定存款货币如何共存等。央行要稳妥推进数字货币发展，在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利用成熟可靠的技术稳步推进。

（5）加快推动监管科技发展，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要关注如何有效引入当前热门领域中的技术力量，

加强监管能力及效率。通过科技手段服务监管需求，实施穿透式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吴晓求，2019a）。首

先，要关注顶层设计，统筹规划监管体系框架、技术标准、保障措施等顶层设计，完善数据安全、技术标准、政

府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构建新型监管体系。其次，要培育良好的产业生态圈，监管科技

公司、明确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的分工，积极探索新场景、新技术、新生态，快速有效地推进新技术在监管领

域的应用。最后，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推动新兴科技在金融监管中的运用。

（6）严厉打击新型金融犯罪，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要加强金融科技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市场准

入审核是净化金融科技生态的第一步，要贯彻落实好“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任何金融活动都要获取

准入”的基本要求，凡实质从事法定特许金融业务的，一律须申请并获得相关牌照，才可以开展业务并接受

持续监督。要尽快完善相关基础性法律法规，尤其应明确网络借贷机构的性质及其法律地位，使互联网金

融企业的经营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防止不法分子打擦边球进行非法集资，同时也要鼓励和支持合

法的网络借贷活动，避免“一刀切”。要建立和健全信用体系，实现跨部门的信息共享。加强大数据发展过

程中的个人隐私保护，加紧出台相关立法。还要通过对投资者加强教育，对其投资行为进行合理的引导以

规避和防控金融诈骗风险。

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

组长：吴晓求

成员：郭 彪 何 青 刘泽豪 罗 煜 钱宗鑫 瞿 强 宋 科 谭松涛 涂永红 许 荣

张成思 赵锡军 庄毓敏

（责任编辑：张世国）

参考文献

（1）刘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经济研究》，2018年第 5期。
（2）裴长洪、刘洪愧：《习近平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2018年第 2期。
（3）吴晓求：《互联网金融：逻辑与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
（4）吴晓求：《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现实动因与理论逻辑》，中国金融出版社，2019年 a。
（5）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研究报告（2019）——现代金融体系：中国的探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b。
（6）吴晓求、郭彪、方明浩、李诗瑶：《中国金融开放：模式、基础条件和市场效应评估》，《财贸经济》，2020年第 5期。
（7）周小川：《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或多方案并行》，《中国证券报》，2018年。
（8）Buera，F. J. and Kaboski，J. P.，2012，“The Rise of the Service Economy”，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02（6），pp.2540~2569.
（9）Stein，J. C.，2012，“Monetary Policy as Financial Stability Regulatio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7（1），pp.57~95.

“十四五”时期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监管研究

专栏

-- 14



Research on China's Finance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dur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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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made it clear that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is adaptive, competitive and inclusive. Thi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governance policy about financial
sector put forwar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but also a new goal and task to strengthen financial support to real
economy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accelerating the promotion Chinese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and opening up during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period should focus on the following six points:

First, building a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supporting real econom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should meet the demand of households and enterprises and further design and build a comprehensive and
multi-level financial system covering bank, security, insurance, payment, risk management, derivatives, etc, to better
support the different needs of financial services.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financial marketization and im⁃
prove the asset management and risk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econd, improving the modern central bank system. Stabilizing the price is the primary goal of central bank, and
the second is economic growth. Monetary policy should not be used excessively as a long-term tool, especially debt
monetization unless it has clear exit schedule. Shift the monetary policy instruments away from the quantity of money
towards targeting interest rates, optimize collateral structure, and form the benchmark interest rate in the market.

Third, developing the capital market. The reform of capital market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supply-side structur⁃
al reform and coordinated with the adjustment of the real economy.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capital market reform
i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pricing, including introducing a system of registration for issuing stocks,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 listed companies, establishing a pluralistic evaluation system for stock analysts, im⁃
proving the inter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ex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listed companies.

Forth, expanding financial opening up. In the long run,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apital market opening are two wheels of a cart. The short-term goal of financial open⁃
ing is to enhance the role of the market in allocating financial resources, including increas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for⁃
eign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financial market, improving the convenience and efficiency of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s
and internationalizing the capital market, establishing a market-oriented exchange rate formation mechanism, imple⁃
menting monetary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ervision to prevent financial risk.

Fifth, preventing financial risk.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reforms in several sectors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gradual, prudent and manageable so that the financial market has expectation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prepared, fi⁃
nancial supervision is arrange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s guaranteed. Maintaining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real es⁃
tate market and establishing a debt structure suitabl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strengthen the supportive effect of
financial system on real economy.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enhance market competi⁃
tiveness, and promote the macro-management mechanism for capital flows.

Sixth, developing financial technology. Fintech has brought huge opportunities for finan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
ment. Under the premise of manageable risk, it is feasible to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technology into up⁃
grading financial services and improving inclusive finance following a strategic and forward-looking perspective, and
further occupy the Fintech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world. The PBoC should continue to research on digital currency
and duly apply under control.

Keywords: the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modern financial system, financial opening up, financial risk, fintech
JEL Classification: E61, F42, G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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