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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投资组合正在分散货币投
资。美国债券和政治的不确定
性正促使银行提高对美元替代
品的考虑，其中日元和人民币
尤为受到青睐。

1/3
的银行家在增持美元

尽管如此，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持续，
投资者为寻求安全，仍纷纷转投美
元：有三分之一的银行打算增加美元
储备，一反长期以来弱化美元的趋
势。之前有些报告声称美元作为世界
储备货币的地位即将不保，由此看
来，似乎有些夸大其词。

随着储备货币多元化，2008 年
之前的无风险投资组合已转型
为持有风险资产的动态配置，
尤其是那些储备充足的中央 
银行。

“逐险”资产类别

银行对股票和其他“逐险”资
产类别依然保持兴趣，说明他
们坚持长期战略配置，不会像 
2008  年金融危机时那样抛售 
资产。

ETF

?

?

?

尽管 ETF  越来越受青睐，但是在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股票和信
贷 ETF 的交易问题逐渐凸显。受访
者表示，最大的挑战在于价格和流
动性，其中流动性风险对发达市场
的银行影响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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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认为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会削弱（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同意
25%

中立
32%

不同意
43%

未来五年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会削弱 样本大小： 53

过去十年中，中央银行的储备管理发生了快速重大的变化。 

储备规模大幅增加，且储备的重要性显著提升，使银行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
注。外汇储备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变得尤为重要。

自 2015 年将中央银行纳入研究以来，景顺全球主权基金资产管理研究见证
了市场以下两方面的重要发展： 

1. 货币多元化

储备投资组合正在逐渐多元化，从美元支配逐渐转型为多货币投资。这一过
程不仅反映了世界经济的变化，也反映了投资经理们的基本理念。 

美元的配置比例逐渐稳步下降：2016  年占储备资产的 65%，但到了 
2020 年这一比例只有 61%。相比之下，经过长期发展，投资者开始逐渐
转向其他替代货币，尤其是日元（传统上为防御性避风港）和人民币（于 
2016 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货币篮子）以及其他少数几种货币。 

这反映了少数银行的长期观点：25% 的银行认为美元的地位将在中期内减
弱，有 43% 的银行不认同这种说法。政府债券和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正促
使银行提高对美元替代品的考虑。

政府债券和政治不确定性的
增加促使银行开始更多地考
虑美元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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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中央银行配置（平均 %，中央银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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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债券

中央银行存款

商业银行存款

政府机构和
跨国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储备头寸

黄金

非传统资产
类别

图 4.3
存款配置（平均 %，中央银行）

2018

2019

2020

16%

21%

17%

21%

28%

33%

新兴市场发达市场

请指出存款在贵组织储备投资组合中的百分比 样本大小：  
2020 = 36

请指出黄金在贵组织储备投资组合中的百分比 样本大小： 2020 = 36

2   “非传统资产类别”包括股票、企业债券、新兴市场债券和商业抵押
支持证券等

2.  资产类别多元化/调整适应

与上述趋势相关的是一连串的调整适应过程，即从 
2008 年之前主导的无风险投资组合逐渐转型为持有风险
资产的动态配置。2016 年，政府或机构债券在银行投资
组合中的平均占比 72%。如今，此类债券的平均占比为 
52%（图 4.2）。 

政府债券配置的减少使中央银行的储备投资组合朝杠铃
式结构发展，资产主要集中于高风险和低风险两端。存
款（图 4.3）（尤其是商业银行存款）与风险资产的配置 
 （包括企业债券、抵押支持证券和股票）双双增长。 

大型新兴市场中的高资产价格和政治/经济挑战（在新冠
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更是雪上加霜）加速了这个过程，银
行纷纷出售高价资产，并尽可能储备流动资产。新兴经
济体中的套现热潮可能使很多银行陷入困境：他们被要
求捍卫货币、弥补货币短缺或转移资金给政府。 

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与这些长期发展产生冲突，这些发
展将面临考验。 

本报告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将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考验
过去几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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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预计对美元配置的变化（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大幅增持

4%

增持

29%

无变化

50%

减持

15%

大幅减持

2%

您预计明年贵组织的这些储备资产配置会有什么变化？ 样本大小：52

第 一 ： 多 元 化 —— 是 否 该 暂 停 
一下？

尽管投资组合多元化是长期趋势，但是随着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范围日益加深，很多中
央银行开始回归美元的安全港湾。有三分之
一的银行计划增加美元储备，与长期趋势相反 
 （图 4.4）。 

这种明显的矛盾凸显了储备资产经理面临的两
难境地。虽然他们能看到分散货币组合的好
处，但是面临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美元
依然是流动性和韧性最强的货币。由此看来，
之前一些关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即
将不保的言论似乎有些夸大其词，至少目前看
来是如此。

这场多元化进程中最大的受益者或许是人民
币。自 2016 年至今，人民币的配置占比从 1% 
增长至 2%，相当于在全球储备中增加了 1270 
亿美元（图 4.5）。这一趋势很有可能会持续
下去，至少从长远来看是如此。大部分银行表
示已经实现了一半的战略资产配置目标（其中 
62% 的银行已拥有人民币配置，不过发达经济
体的中央银行在这方面进度略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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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外汇储备货币配置（占限定储备资产总额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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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0.2%

2.3%

0.2%

2.4%

0.1%

2.5%

0.2%

2.6%

加拿大元

人民币

瑞士法郎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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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
持有人民币的中央银行（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2018 2019 2020

40% 44% 48%

您储备了以下哪种货币？ 

 
样本大小： 2018 = 56 
2019 = 44, 2020 = 55

图 4.7
长期目标人民币配置（平均 %，中央银行人民币投
资者）

51%
您认为最佳的人民币长期（5 年）配置方案是什么？ 
您目前的人民币配置情况是什么？ 

样本大小：37 

图 4.8
配置人民币的障碍（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人民币投资者）

40%

48%

36%

24%

16%

50% 50%

25%

38%

13%

35%

47%
41%

18% 18%

新兴市场发达市场合计

可兑换性有限 无障碍/
正在逐渐配置

操作障碍 内部能力有限 尚未准备投资/
仍在准备

您配置人民币的障碍是什么？ 样本大小：25

然而，随着全球疫情的蔓延，投资者实施货币多元化的
速度和热情都有所下降。虽然持有人民币的银行数量
略有上升（图 4.6），但是配置依然相对较小，一般都
是通过国际清算银行进行小规模配置，而不是在岸购买
政府债券。在疫情冲击下，人民币有限的兑换能力成为
投资者的一大担忧，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图 
4.8）。这在我们去年讨论过的操作挑战之外，给人民
币增加了一个额外的挑战。因此，一些银行决定暂停投
资人民币资产，以解决资产组合中更为紧迫的问题。不

过，从长远来看，有 30% 的银行仍然表示有意愿在市场
趋于平静之后增持人民币。

由于人民币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且已加入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的货币篮子，银行不太可能半途而废，放弃将
人民币纳入储备投资组合而进行的努力。不过，持续的
保留态度和面对潜在冲击而决定重投美元的行为表明，
纳入人民币可能将会花费比预期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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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9
对股票的看法（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同意
39%

中立
27%

不同意
34%

股票正逐渐成为中央银行的核心资产类别

同意
50%

中立
25%

不同意
25%

股票为增加储备提供了具吸引力的机会

你是否同意以下说法： 样本大小：52

图 4.10
股票特征的相对吸引力（平均标准分数/10，中央银行）

-5

2

1

0

-1

-2

-3

-4

3

流动性 风险 回报 分散风险

请以 1-10 分为基准（10 代表非常有吸引力），给发达经济体股票的不同特
征所具有的吸引力评分样本大小：37 

图形宽度表示标准分数的密度（越宽 = 该分数越多），线条表示四分位数
和中位数。

样本大小：37 
 
 

问题 2：股票——是时候投
资了吗？

股票一直是近来热议的话题。很多
知名银行已在外汇储备投资组合中
对此资产类别进行大量配置，其中
一家知名银行更是早在 2012 年就开
始整合股票。3

股票越来越被接受为一种储备资
产。约  39%  的银行认为股票正逐
渐成为一类核心资产，尤其是在欧
洲。同时，将近半数的银行认为，
该资产类别的较高投资回报提供了
增加储备的机会。我们在 2018 年的
研究中探讨过，投资回报目标变得
日益重要，以及一些银行需要为政
府提供财政支持，股票很有可能会
在这方面成为一种极富吸引力的资
产（图 4.9）。 

股票的广泛采用并没有单独明确的
驱动因素，但是股票的流动性、回
报和分散优势显然已是投资者的共
识（图 4.10）。对于股票风险状况
的看法较不统一，不过并无重大分
歧，很多受访者仍然认为，在分散
程度较大的投资组合中配置少量股
票，产生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这
一点非常重要：股票为投资组合带
来极大的波动，这在 20 年前是无法
接受的。不过今非昔比，许多投资
组合的规模显著增长，因此有能力
承受额外风险。 

这种转向股票的趋势可能有两种含
义。第一，中央银行开始更加重视
过去的投资目标中最不在意的投资
组合回报。第二，银行认为股票的
流动性胜过一些风险更高的固定收
益资产，因此愿意承受额外的波动。

3  https://www.centralbanking.com/central-banks/
reserves/4130061/bank-of-israel-increases-level-
and-risk-of-equities-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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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过去五年新增的资产类别（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股票 企业债券

30%

55%

30%

抵押支持证券

过去五年您增加了哪些新的资产类别？ 样本大小：20

图 4.12
未来的股票配置计划（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股票投资者）

增持股票

保持当前股票配置

减持/调低股票配置

36%

44%

20%

考虑到股票的高回报，未来三年您打算如何配置股票？ 样本大小：25

图 4.13
认为会有更多中央银行考虑投资股票（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Total

DM

EM

61%

80%

55%

32%

20%

36%

7%

0%

9%

Agree Neutral Disagree

0%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合计

发达市场

新兴市场

更多中央银行未来会考虑投资股票 样本大小：44

由于股票对投资组合的上述影响，
过去五年内新增资产类别的银行中
有接近三分之一选择了股票（图 
4.11）。而且，尽管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前股价急剧反弹，绝大多数银
行仍选择继续投资或增持股票。尽
管有迹象显示股票估值极高，而且
经济前景不甚明朗，仅有 20% 计划
削减或调低股票配置（图 4.12）。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由金融系
统内部引发的，导致一些中央银行
放弃了所有风险资产类别，而新冠
肺炎有所不同，可以看成是一场外
部冲击。没有太多证据显示中央银
行会计划像 2008 年一样，放弃投资
风险资产。 

尽管明显存在对市场波动的担忧，
但是银行很可能会维持股票配置，
而且实际上可能会有更多银行考虑
在中期配置股票。有 61% 的储备资
产经理（包括 80% 的发达市场投资
经理和 55% 的新兴市场投资经理）
都相信会有更多中央银行考虑配置
股票，显示本资产类别在拥有足够
风险胃纳的外汇储备投资组合中应
有个保障的未来（图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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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4
使用 ETF（答题占比 %， 
中央银行）

68%

32%

Use ETFs

Do not use ETFs

您是否使用 ETF？ 样本大小：50

图 4.16
采用 ETF 的资产类别（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股票 企业债券 政府债券

69%

31% 31% 31%
25%

新兴市场
主权基金债券

抵押
支持证券

（如果有）您对哪种资产类别使用 ETF？ 样本大小：16

图 4.15
认为 ETF 是配置股票最具吸引力的方法（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合计
47%

60%

42%

37%

10%

46%

16%

30%

12%

同意 中立 不同意

新兴市场

发达市场

ETF 是中央银行配置股票最具吸引力的方法 样本大小：44

问题 3：ETF——流动性真
的有那么高吗？

如果说有一种能让人联想到中央银
行储备多元化的金融工具，那就是 
ETF。ETF 是中央银行配置新资产类
别时的基本工具，接近三分之一的
银行都使用该工具（图 4.14）。

ETF  在配置股票方面有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图 4.16），有 69% 配置了
股票的银行使用过该工具，近半数
认为 ETF 是最适合股票的基本工具 
 （图 4.15）。

如果说有一种能让人联想到增加中央银行储备资产的
金融工具，那就是 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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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7
使用股票 ETF 的原因（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流动性

分散风险

使用简单

成本

名称风险

透明度

63%

69%

38%

19%

7%

7%

67%

50%

67%

17%

0%

0%

60%

80%

20%

20%

10%

10%

新兴市场发达市场 合计 

您为什么使用股票 ETF？ 样本大小：16

ETF 吸引中央银行的原因有很多 
 （图 4.17）,包括：

•  它们在很多情况下流动性很高，
必要时可以全天随时交易，使得
调整和进/出都非常容易

•  即使配置规模较小，也有助于建
立分散化的风险敞口，这是如果
持有标的证券的银行无法轻易做
到的

•  使用相对简单，就像其他交易证
券一样

•  能以较低的成本建立某些资产类
别的风险敞口

•  可以帮助银行管理因持有特定公
司发行的证券而产生的“名称风
险”，这对于企业债券和股票投
资尤为重要

上述优势并非股票 ETF 独有，约三分
之一的银行还使用 ETF  配置固定收
益证券，包括抵押支持证券 (31%)、 
投资级企业债券 (31%) 和新兴市场债
券 (31%)，而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银
行的这一比例大体一致。 

ETF  对于储备投资组合的调整适应
非常重要，使中央银行可以增加风
险资产，摆脱过去传统的无风险资
产，使投资分散化。 

不过，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
的市场波动，人们开始关注 ETF 面
临的一些挑战，而这些挑战本来就
是很多中央银行所担忧的。其中最
主要的挑战是流动性，或者更准确
地说，就是在标的资产的流动性严
重受损的情况下，ETF 如何应对。 

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流动性，或者更准确地
说，就是在标的资产的流动性严重受损的情
况下，ETF 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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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使用 ETF 的障碍（答题占比 %，中央银行）

价格 对流动性的担忧 交易对手风险 缺少授权 操作模式

69%

54%

31%
23%

15%

60%

80%

40%

0% 0%

75%

38%

25%

38%

25%

新兴市场发达市场 合计

（如果有）您是否对使用 ETF 存在任何障碍？ 样本大小：13

大约 54% 的银行（80% 为发达市场
银行和 38% 为新兴市场银行）认为
流动性相关的问题是影响 ETF 使用
的最大阻碍（图  4.18）。大部分 
ETF  之前并未经受过市场冲击的考
验，由于支持 ETF 价格调整的套利
结构陷入停滞，短期内一些 ETF 的
确是以低于 NAV 估值的价格进行交
易。不过，ETF 基本上经受住了这场
危机的考验，在此类资产市场面临
压力，做市商库存较低的情况下，
为市场带来了急需的流动性和价格
发现。 

价格对一些中央银行来说也是一个
障碍，因为通过 ETF 进行投资相比
直接交易标的证券成本更高。尤其
是对于新兴市场银行来说，相关费

用的增加给他们使用 ETF 造成了障
碍，四分之三的受访者称价格是 ETF 
的缺点（发达市场只有 60% 的银行
这么认为）。一些银行认为这可能
会受外包执行的影响：相比标的证
券交易，ETF 交易可能会多交一些税
费，并导致交易效率降低。 

2020 年的市场环境很有可能会凸显 
ETF 在打造多元化投资组合方面发挥
的持续作用。ETF 经受住了危机的考
验，并为艰难的市场环境注入了流
动性，这非常难得。另外，ETF 为实
现投资组合多元化和新增其他资产
类别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最简单的工
具。如果没有其他可以明显替代 ETF 
的工具，ETF 很可能会被继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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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何去何从？

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新冠肺炎疫情
的爆发打乱了中央银行外汇储备多
元化和适应调整的长期计划。不
过，证据表明银行不会改变计划。 

虽然一些多元化计划可能会暂停，
但是有证据显示，这些计划作为银
行的长期战略计划，银行仍然会坚
定推进。股票仍然十分重要，虽然
一些银行因为新冠肺炎带来的操作
和市场挑战暂停配置股票，但是股
票作为储备资产的长期重要性不降
反增，完全不受影响。 

最后，ETF 可能仍然是实施这些投资
组合的核心工具。考虑到实用性和
口碑方面的优势，银行很有可能会
继续使用 ETF 工具推进储备资产多
元化。 

虽然可能言之过早，但是看起来与 
2008  年金融危机相比，这一次的
情况有所不同，表明中央银行储备
资产新模型的耐受性。绝大多数中
央银行都表示，首次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其长期战略计划并未受到威
胁或被破坏。虽然短期内资产配置
可能会根据需要而进行调整，但是
没有迹象显示银行计划恢复以前的
无风险投资组合。相反，很多银行
都表示除了调整资产配置外，还做
了细致的准备，通过银行存款和现
金储备来增强短期流动性。因此，
问题并不在于这次危机是否会重蹈 
2008 年的覆辙，而在于新冠肺炎疫
情是否会鼓励更多银行进一步提升
投资组合的多元化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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