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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improve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transform from a huge economic country to a powerful economic country. “The Belt and Road” 
is a new regional cooperation model, advocated by China. It promotes mutual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And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pushing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in this process. The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main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 promoting 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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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困难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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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提高国际地位，从经济大国过渡到经济强国的重要途径；“一带

一路”是中国倡导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它不仅促进了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也

对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此推进过程中仍面临诸多问题。

本文将对“一带一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主要困难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和建议。 

关键词：“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困难；对策 

1. 前言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指的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指的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根据规划，“一带一路”

将成为世界上跨度 长的经济大走廊，涉及国家的总人口约 44 亿，经济总量约 21 万亿美元，

分别约占全球的 63％和 29％。自中国于 2015 年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得到了良好的发展机遇。通过“一带一路”所形成的贸易圈与投资圈，一定范围内

以人民币为主要流通与结算货币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迄今为止，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实现路

径的研究已有很多，但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讨论相对较少。“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实现

“走出去”的主要战略之一，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必然是关键的、长远的。所以分

析“一带一路”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提出针对这些困难的合理对策，

是十分必要的。本文将阐述“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具体通过哪些方面实现，目

前在此过程中遇到哪些主要障碍，及对解决这些障碍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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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动作用 

2.1 区域经济的形成 

“一带一路”是对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全球化 “三步走” 规划的不断深化，是促进区

域经济合作的一项举措。“一带一路”通过国家间的合作，增加了区域内国家的开放程度，

逐步形成以人民币为主要流通与结算货币的人民币投资与贸易圈，为人民币在区域经济中的

更广泛使用提供了机会。 

2.2 双边及多边贸易的增加 

“一带一路”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及多边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直接增

加了使用人民币的需求。2017 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7.37 万亿元，同比增

长 17.8%，高于我国整体外贸增速 3.6 个百分点，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26.5%，其中出口 4.3 万

亿元，增长 12.1%，进口 3.07 万亿元，增长 26.8%。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多边贸易中更多地使

用人民币计价结算势必可以扩大人民币在沿线国家的影响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并且，

采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以规避汇率风险，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多边贸易的便捷有序发展。 

2.3 对外投资的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严重缺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经成为近年来中国企业

对外投资的新热点，人民币债券和票据发行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 IMF 测算，未来五年，仅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累计投资额将超过三万亿美元。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资

金的输出将使人民币的使用扩大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使得人民币的使用常态化，加强人

民币的区域化进程，有利于人民币的进一步国际化。 

2.4 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 

人民币在 2016 年加入 SDR 货币篮子，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的重大突破，有利于扩大人民币的

使用范围。“一带一路”建设促使沿线各国同中国共同发展，导致了双方依存度增加，进而

增加对人民币的需求。“一带一路” 建设将提高人民币的使用，从而有利于人民币作为国际

储备货币地位的提升[5]。 

3 “一带一路”推行人民币国家化进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 

3.1 沿线国家风险突出 

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一带一路”沿线的许多国家政治局势不稳定、社会动荡，政

治派别间存在尖锐矛盾斗争。在全球 高的十大地缘政治风险中，前六大风险均集中在“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伊朗核危机、叙利亚危机、中国南海争端、印度半岛安全问题、俄

罗斯与乌克兰矛盾和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利益冲突）。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利用国家风险评

价模型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 4个角度分析和评估了“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风险级别。整体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评级为 5-9 级的国家占比为 84%，

区域绝对风险水平处于相对高位。 

表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风险评级情况 
等级 国家 风险水平 

1 新加坡 较低 

3 阿联酋等3国 中等偏低 

4 科威特等5国 中等偏高 

5 俄罗斯等20国 较高 

6 印度等16国 较高 

7 伊朗等17国 偏高 

8 阿富汗 非常高 

9 叙利亚 最高 

极高的国家风险势必会影响“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从而阻碍人民币国

际化进程。沿线中的小国家经济发展落后，货币币值不稳定，抵抗外来金融风险的能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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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易发生剧烈波动。这使得我国政府和企业进行对外投资时难以预测这些国家的经济

走势[4]。一些处于社会动荡中的国家没有长远的发展规划，而“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多数投

资项目具有投资期限较长、收益回报率偏低的特点。这导致项目的投资收益难以准确预估，

容易因沿线国家政治、经济上的变动造成损失。一些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国家甚至会发生政权

更迭的情况，如果新政府不认可之前签订的协议，发生大规模违约现象，将给中国政府和企

业带来巨大的冲击。 

3.2 项目资金来源紧张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项目的资金来源存在巨大

缺口。根据 新的亚开行的统计数据，仅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缺口，每年就超过

一万亿美金。“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中，一个获得金融服务的有效途径是通过中国进出口银

行，而其业务集中在大企业和大项目上，多数民营企业实际上难以获得其政策性支持。对于

民营企业和中小项目来说，商业银行仍旧是获得金融服务的主要来源。以建行为例，其目前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累计储备 268 个重大项目，遍布 50 个国家和地区，投资金额共计

4660 亿美元，主要涉及电力、建筑、矿产、交通、油气、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然而，

商业银行对“一带一路”项目提供的金融支持并不充分，大多数基础设施融资出现了错配的

情况。如上文提到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特点是投资开发期较长，收益率不稳定，

因此需要长期的、低利率的大额贷款作为支撑。然而，目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融资基本

是以“项目专项债”的形式，而“项目专项债”具有评级较低的特点。评级低，商业银行就

难以提供长期的、低利率的大额贷款。企业面临“融资难”，制约了其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投资，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就收到了限制。除此之外，“一带一路”沿线缺乏区域

性金融中心和成熟的金融合作组织。金融合作较为松散，也制约了人民币国际化吸纳资金的

能力。 

3.3 货币网络效应的排斥 

“一带一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一大困难在于美元具有强大的使用惯性和网络效

应，沿线国家对于国际经济往来中的货币选择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根

据货币的网络效应，个人持有币种的决策依赖于对他人持有决策的预期，如果大家都以同样

的方式作决策，可能的结果是大家都没有动机去使用新的统一货币，因为预期不明确，个体

转换的成本太大，从而导致大群体内的全局协调失败[3]。从国际货币的发展进程来看，英镑

用了 200 年的时间才战胜法郎与荷兰盾，70 多年之后，美元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实施代替

了英镑，成为世界霸主。从此以后，美元的国际货币功能迅速发展，在交易媒介、价值储藏

等方面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虽然从理性的角度看，“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

代替美元来进行结算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但是多年来的使用惯性已经形成了货币

网络效应。这种网络效应不断增加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使用美元进行计价结算的频率，从而反

过来进一步强化美元的使用惯性，形成了良性循环。这种良性循环具有强烈的排斥人民币国

际化的能力。 

4 相应的对策 

4.1 针对国家风险问题的对策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政府间的交流，建立起信息共享机制。充分的信息使我国政府

和企业能及时了解各国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动态，做出更准确的投资及合作决策，并在经济

波动来临之前拥有更充足的时间进行应对。第二，设立政府层面的保障机制。通过与沿线国

家签订各类双边、多边协议，来约束和规范政府信用和商业行为，防范政府更迭带来的违约

风险[1]。第三，在区域内建立起监管协调机构。中国应协调各国，共同对区域内金融风险进

行有效分析预警，及时发现风险隐患并采取监管措施，共同维护区域性经济稳定发展。第四，

充分发挥保险的作用来降低企业面临的风险。设立“一带一路”专项政策性政策保险或鼓励

商业保险的介入，给企业“走出去”提供基本的保障和支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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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针对资金来源问题的对策 

第一，加强政策性金融支持。政府应从融资的角度，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扶持力

度，扩大政策性贷款的金额及服务范围，争取让民营企业的中小型项目也能获得政府专项贷

款。政府可以整合相关国家的金融资源，通过与沿线国家的金融合作，来保障对企业的政策

性金融支持。第二，改善间接融资服务。商业银行应根据“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资金需求的

特点，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供期限长，利率低的专项贷款，避免期限错配的情况。第三，

发展直接融资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支持。中国要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依托政府信

用，发行“一带一路”专项债券，甚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本市场对接合作，向境

外金融市场发行专项债券[2]。 

4.3 针对货币网络效应的对策 

第一，政府实施有效的干预。当政府以法律形式对统一货币流通保驾护航时，人们对他人持

有货币的预期会变的相当明确，因此网络效应会被瞬间打破，单一货币的流通便得到实现，

欧元区的快速形成就是依靠政府法律规定。虽然中国政府不能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

用人民币，但是通过对内明确的政策导向和对外具体的协商合作，政府可以改善个体对统一

货币的持有预期，有效削弱美元的网络效应，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第二，充分发挥技术

优势。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减少人们改变货币使用习惯的时间，中国应充分发挥自己在移动支

付、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数字货币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优势，创建全新的人民币支付清算

系统，通过有效的技术路径实现弯道超车，加快打破美元货币网络的进程。 

5 结论 

“一带一路”的建设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通过形成区域经济、增加双边

和多边贸易、增加投资、提升国际储备货币地位，“一带一路”成为将人民币推向世界的绝

佳机会。然而，目前“一带一路”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正面临着沿线国家风险突出、项目

资金来源紧张、货币网络效应排斥的挑战。针对沿线国家风险突出的问题，各国政府间应建

立起信息共享机制、信用保障机制，设立监管协调机构，开发“一带一路”专项保险；针对

项目资金来源紧缺的问题，政府应扩大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力度和范围，改善间接融资服务的

期限错配等情况，通过专项债券等形式发挥直接融资的作用；针对货币网络效应的排斥问题，

政府可以尝试通过政策导向干预人民对持有人民币的心理预期，并充分发挥中国在移动支付

等方面的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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