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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中国：存款保险制度即将推出
存款保险制度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之前表示，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很可能会在今年尽早完全放开。这说明中国政府已为全面放开银
行存款利率做足了准备。中国于星期二（2015 年 3 月 31 日）正式宣布，即将推出银行存款保险制度，自 2015 年
5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企业和个人在各银行的人民币存款和外币存款最高可获得 50 万元人民币（约合 80,550 美元）的赔偿。中国国务院
表示，这一偿付限额将能够为中国 99.63%的银行存款人提供全额保护。而目前，中国的银行存款总额高达 122 万
亿元人民币（约合 19.65 万亿美元）
，是全球储蓄总额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政府表示，我国 50 万元的偿付限额是
经反复测算后提出的，约为我国 2013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12 倍，远高于其他国家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最高约为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至 5 倍）规定的保障水平。目前，全球已有 11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某种形式的存款保险
制度，而中国马上就要加入这个庞大的队伍。虽然还没有公布各银行保费缴纳费率等细节，但该保险的资金将由中
国央行设立的基金负责。

亚太地区存款保险制度比较
国家
澳大利亚
文莱
中国台北
中国香港

制定/实
施时间
1998 年
2011 年
1985 年
2006 年

制度类型

保险金额

政府立法管理
政府立法、私人管理
政府立法管理
政府立法、私人管理

25 万澳元（约合 190,735 美元）
5 万文莱元/存款人/机构（约合 36,451 美元）
300 万新台币（约合 95,975 美元）
50 万港元/存款人（个人或企业法人）/银行
（约合 64,484 美元）
印度
1962 年
政府立法、私人管理
10 万 印度 卢 比/拥 有相 同 主 体资 格和 权利 的存 款人 （ 约合
1,602 美元）
印尼
2004 年
政府立法、私人管理
20 亿印尼盾（约合 153,082 美元）
日本
1971 年
其他政府立法
1000 万日元/账户（约合 83,354 美元）
韩国
1996 年
政府立法管理
5000 万韩元/存款人/机构（约合 45,086 美元）
马来西亚 2005 年
政府立法管理
25 万令吉/存款人/机构（约合 67,512 美元）
菲律宾
1963 年
政府立法管理
50 万比索/存款人/机构（约合 11,188 美元）
新加坡
2006 年
政府立法、私人管理
5 万新元/存款人/机构（约合 36,441 美元）
泰国
2008 年
政府立法管理
5000 万泰铢/存款人/机构*（约合 1,535,981 美元）
越南
1999 年
政府立法管理
5000 万越南盾/存款人/机构（约合 2,320 美元）
* 泰国的相关法例规定：5000 万泰铢保险额的有效期至 2015 年 8 月 10 日；自 2015 年 8 月 11 日起至 2016 年
8 月 10 期间，下调为 2500 万泰铢；自 2016 年 8 月 11 日起，下调至 100 万泰铢。
数据来源：国际存款保险机构协会（http://www.iadi.org/di.aspx?id=173）；各国央行；新闻专线；大华银行环
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部。

比较来看，上表显示，中国约 80,500 美元的存款保险金额位居亚太区前列。有意思的是，新西兰却没有设立存款
保险制度。新西兰央行曾在 2013 年表示，缺乏这种安排主要是出于“道德风险”的考虑。尽管没有设立存款保险
制度，但新西兰央行表明有其他工具可以应对银行倒闭情况。由于即将要实施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也应成
为中国决策者需要密切监测并辅以其他政策措施的一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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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与更多
尽管如此，中国的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将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过去银行制度中模棱两可又充满不确定性的“隐性担
保”概念，并朝更清晰、更明确、更市场化的概念变化。因此，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将有助于及时并更透明地防范和
化解金融风险。放弃“隐性担保”还将进一步减少政府救助，改变人们对银行“大而不倒”的错觉，这意味着个别
银行的倒闭可能成为“新常态”。
该存款保险制度还有助于刺激存款分散至更多银行，从而稀释大型国有银行的主导地位，给予小型机构更多发展的
空间，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银行间的“集中风险”下降、竞争增加，将创造出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并加强银行
体系的弹性和韧性。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致力于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并在 2015 年年
底，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 SDR（特别提款权；亦称“纸黄金 (Paper Gold)”）的５年一次评估，尽早让人民币加
入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鉴于上述发展动态和发展目标，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有弹性的金融体系，包括银行业、
股、债券等市场在内，以便可以抵御金融资本流动时所带来的震荡。如同在其他国家一样，我们将可以见证存款保
险制度在中国也发挥其至关重要的作用。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 85%左右的资本账户已经可兑换，虽然仍存在诸多限制，如人民币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投资额
度、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额度、只能通过“沪港通”机制进行投资的股市，以及有关外商直接投资和对
外直接投资几乎没有限制等情况。但目前还有 15％左右的资本账户不可兑换，主要包括资本市场工具、货币市场工
具、衍生工具以及个人投资行为。这些限制型资本账户（15%）对资本流动而言最为关键，中国需要攻克这剩余部
分中的大部分（即使施加一定限制），以便拥有正常的开放资本账户制度，而当更多限制被取消时，存款保险制度
就有助于以某种方式来缓解资本账户的波动性。
预测保持不变
考虑到一切因素后，中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时间完全在我们的预期之中，我们之前就已经提及到这一点（可参见
2015 年 3 月 20 日发布的《大华银行 2015 年第二季度全球经济展望》
）。
这应该会为中国央行取消存款利率上限（目前是基准利率的 1.3 倍）铺平道路。实施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是一项重要
决策，这将意味着“真正的”利率定价将主要由市场力量驱动，并能反映市场的现实情况，而不再只是一个普遍由
央行规定的利率定价。
正如我们以前所言，利率市场化的脚步真的越来越近了。除非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否则我们继续预期中国将在央
行接下来的 1-2 次降息中取消存款利率上限。此外，我们依然认为中国央行会在 2015 年第 2 季度降息（参见下
表），并将存款利率上限提高到基准利率的 1.4 倍，之后再彻底取消存款利率上限。

%
一年期最优惠贷款利率
一年期存款利率
存款准备金率

中国：
中国：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预测
2015 年第 2015 年第 2015 年第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5.35%
5.10%
5.10%
2.50%
2.25%
2.25%
19.50%
19.00%
19.00%

2015 年第
四季度
5.10%
2.25%
19.00%

2016 年 第
一季度
5.10%
2.25%
19.00%

数据来源：大华银行环球经济与市场研究部预测
除了银行体系，我们预期存款保险制度不会对整体经济造成任何重大影响。事实上，该制度应该有助于提升信心和
提高透明度，从而强化经济复苏进程。
至于 2015 年，我们之前已经将 2015 年经济增长预期从之前的 7.2％下调至 6.8%。此外，我们还下调了中国 2015
年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预期，该数据定于 4 月 15 日发布；与其同一日发布的还有工业生产、零售销售以及投资额
数据。鉴于近期的经济数据并不是很乐观，我们也已经将中国 2015 年第一季度的 GDP 增长预期从最初的 7.1%下
调至 6.8%。
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很可能会继续下行，所以我们预期人民币未来或将走软，这与我们认为美联储或将于 6 月
启动加息的预期一致。尽管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最近几周一直持续下滑，但我们仍然预计该货币对汇率在 2015 年
第二季度末以及 2015 年末将分别上升为 6.33 和 6.29（3 月 30 日收盘于 6.2077 ）
，且人民币的波动性还会进一步
加大，其中包括人民币交易区间在今年很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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