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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债规模 :现状、趋势及对策

刘溶沧　夏杰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 　100836)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自 1981 年我国发行国债以来 ,国债规模日趋增大。它的变

化出现了 3 个明显的阶段性特征。本文认为“九五”时期国债的理论规模保持在

2200 亿元到 2800 亿元是可行的。文章在对中国国债规模进行分析以后得出了一个

看似矛盾的结论 :从财政收支角度看 ,我国的财政债务规模已明显偏大 ,没有进一步

拓展的余力 ;但从国民经济的大范围看 ,继续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却十分可观。

认为矛盾的根源在于“两个比重”过低 ,解决这个矛盾的关键是“振兴财政”。

本文拟对中国的国债规模① 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实证分析 ,阐释我们的观点与看法 ,并提

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国债规模的实证分析

(一) 17 年来中国国债的规模及阶段性特征

我国从 1981 年恢复发行国债到 1996 年底 ,累积发行国债近 6000 亿元 ,到 1996 年底 ,国

债余额达 3803 亿元。年度人民币国债发行额增长率相当高 ,从 1981 年的 40 多亿元增加到

1996 年的近 2000 亿元。另外 ,值得注意的是 ,我国国债规模的变化还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阶梯式上升的特征。

表 1 不同时期国债发行情况 单位 :亿元

年度 年发行额 年均发行 平均利率 发行总量

1981 —1990 43183 —93146 3915 814 % 395

1991 —1993 19913 —395164 30311 1415 % 90913

1994 —1996 102816 —184717 146118 1415 % 438715

资料来源 : (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7)》第 256 页数据计算。

(2)国家计委课题组 ,1996 :《“九五”时期国债总量调控与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分析》,《经济改革与发展》第 4 期。

从表 1 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国债发行规模的变化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

1981 —1990 年 ,年均发行额仅为 3915 亿元 ,占同期财政收入规模很小。第二阶段是 1991 —

1993 年 ,从 1991 年起发行规模第一次跃上了 200 亿元的台阶 ,年均发行额大体在 30311 亿元

左右。前 13 年的发行总量为 1304 亿元。应该说 ,这一时期的国债总量问题并不突出。第三

阶段是 1994 —1996 年 , 1994 年国债的发行额首次突破了 1000 亿元大关 ,实际发行额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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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816 亿元 ,比上年的 39516 亿元剧增了 260 %。1995 年发行规模继续扩大 ,突破了 1500 亿

元 ,1996 年更是达到 184717 亿元 ,又比上年增长近 30 %。由于一年期以内 (不含一年期)的短

期国债需在当年偿还 ,而不计入当年发行规模 ,因此 ,实际发行额还不止这个数。进入 90 年代

以来 ,国债的发行规模几乎呈几何级数增长 ,远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和 GDP 的年

均增长速度。

我国国债发行规模进入 90 年代以来迅猛增长的主要背景 ,在于自 80 年代初就确定了以

“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思路 ,致使“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

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与此同时 ,国家财政的职能范围又没有得到及时调整 ,国家的

财政支出特别是中央财政支出居高不下 ,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加之金融市场还不发达 ,国债的

筹资成本长期偏高 ,国债的发行规模迅猛增长就在所难免。至于国债发行规模阶梯式上升的

具体原因 ,则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手段的根本转变。1981 —1987 年以前这个期间 ,弥补财政

赤字的手段除发行国债以外 ,主要是由财政向银行透支。1987 年国务院作出了财政不得向中

央银行透支的明确规定。因此 ,从 1991 年开始 ,为了弥补日益增加的财政赤字 ,国债的发行规

模跃上了一个新台阶 ,首次接近 200 亿元大关。1994 年为了支持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理顺财

政银行关系 ,我国正式确定了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或不得用银行的借款来弥补的制度 ,至

此 ,发行国债就成了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 ,从而导致了政府举借国债的第

二次飚升 ,年度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二)衡量国债规模的主要指标及其评价

上面在描述我国国债规模的演变时 ,我国使用的是绝对数。实际上 ,衡量国债规模时 ,相

对指标更具普遍意义。从世界各国国债管理的经验来看 ,有这样几组较为通行的衡量国债适

度规模的参考指标 :

11 债务依存度。它是指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其计算公式是 :债务依

存度 = (当年债务收入额 ÷当年财政支出额) ×100 %。在中国 ,这一指标的计算有两种不同的

口径 :一是用当年的债务收入额除以当年的全国财政支出额 ,再乘以 100 % ,我们习惯上把它

叫做“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另一个是用当年的债务收入额除以当年的中央财政总支出 ,再

乘以 100 % ,我们称之为“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在我国 ,由于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

掌握和使用的 ,所以 ,使用后一种口径 (即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更具现实意义。债务依存度

反映了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有多少是依靠发行国债来实现的。当国债的发行量过大 ,债务依

存度过高时 ,表明财政支出过分依赖债务收入 ,财政处于脆弱的状态 ,并对财政的未来发展构

成潜在的威胁。因为国债毕竟是一种有偿性的收入 ,国家财政支出主要还是应依赖于税收 ,债

务收入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收入。因此 ,国债规模的合理性主要可以根据这一指标来判断 (刘

溶沧 ,1997 ;高培勇 ,1995) 。从表 2 可以看出 ,自 1994 年以来 ,我国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就

超过了 50 %。表中的数据告诉我们 ,在 1997 年我国整个国家财政有1/ 4以上的支出、中央财

政有近3/ 5的支出需指望发行国债来维持。国际上有一个公认的控制线 (或安全线) ,即国家财

政的债务依存度是 15 % —20 % ,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是 25 % —30 %左右。如果说 ,2812 %

的国家财政的债务依存度虽然超出了国际上公认的控制线 ,但未超出太多 ,我们还可以勉强接

受的话 ,那么 ,57177 %的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无论从哪一方面讲 ,都有点“离谱”了。日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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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在财政最困难的时期 ,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最高年份也不过是 3715 %。目前各发达国家

的债务依存度一般在 10 % —23 %之间。显然 ,我国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为主体格局的中央

财政支出 ,其资金来源一半以上要依赖发行国债 ,不仅与政府本身的性质不符 ,而且 ,长此以

往 ,恐怕难以为继。其中潜在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表 2 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 (1991 —1997) 单位 :亿元

政府债务 国家财政 政府债务 中央本级 国家财政 中央财政

年份 收入 支出 支出 财政总支出 的债务依 的债务依

存度 % 存度 %

1991 461140 381316 246180 1337161 1210 34148

1992 669168 438917 438157 1609101 1512 41157

1993 739122 528714 336122 1648120 1319 44185

1994 117515 5792162 499136 2253179 2012 52141

1995 1549176 6983104 878136 2882133 2212 53128

1996 1924130 7366160 1311191 3460128 2614 55161

1997 2529108 8967194 1959108 4377188 2812 57177

　　注 : (1) 1996 年债务收入数系按实际债务收入扣除当年的债务收入结余数计算。相应的 ,1997 年的债务收入按当年国

债发行额加上上年债务收入结余数计算。

(2) 1994 —1996 年为实际数字。1997 年为预算数字。

(3)“财政支出”已包括债务支出在内。

资料来源 : (1) 1991 —1996 年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7)》第 233、247、

256 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成。

(2) 1997 年数据引自刘仲藜《关于 1996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和 1997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见《人民日报》1997 年 3 月 17 日。

21 国债偿债率。它是指一年的国债还本付息额与财政收入的比例关系。可用公式表述

为 :国债偿债率 = (当年还本付息支出额 ÷当年财政收入总额) ×100 %。债务收入的有偿性 ,

决定了国债规模必然要受到国家财政资金状况的制约 ,因此 ,要把国债规模控制在与财政收入

适当的水平上。关于这一指标的数量界限 ,学术界分歧不大。不少学者主张我国的国债偿债

率应控制在 8 % —10 %(刘溶沧 ,1997 ;高培勇 ,1995) 。那么 ,我国的国债偿债率是怎样的呢 ?

从这一指标来看 ,我国的国债规模是否适度呢 ? 1994 年以前 ,国债发行规模不大 ,国家财政收

入中的债务支出额也不大 ,1990 —1993 年累积起来也不过 1000 亿元左右 ,每年的偿债率也不

过 7 %左右 (1992 年除外) 。但从 1994 年起 ,国债的发行规模剧增 ,由此导致债务支出总额迅

速上升 ,1995 年债务还本付息就接近 1000 亿元 ,占当年财政收入的比重陡然上升到 1412 % ,

1997 年预计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高达 1959 亿元 ,将占到当年的财政收入的 2313 %左右 (详细

情况见表 3) 。近几年如此高的国债还本付息支出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不曾出现过的新特征 ,而

且由于国债偿付期过于集中在“九五”期间 ,可以预计我国的国债还本付息规模在“九五”时期

还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债务本息支出的刚性较强 ,必须无条件如期偿还 ,而且在财政困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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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中央财政的困难始终未得到扭转的现实背景下 ,我们还不得不走“发新债还旧债”的路子 ,

国债规模将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因此 ,在“九五”期间我们的债务压力是很大的。对这一

点 ,我们应有足够的认识。

表 3 国家财政债务收支及偿债率情况 单位 :亿元

项目 1986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财政收入 2122 2937 3149 3483 4349 5218 6187 7407 8397

债务收入 13813 37514 46114 66917 73912 117515 154918 192413 252911

债务支出 5012 19014 24618 43816 33612 49912 87814 1312 1959

偿债率 % 214 615 718 1216 717 916 1412 1717 2313

注 : (1)国债偿债率为当年的债务支出与当年的财政收入的比率。

(2)债务收入包括国内债务收入和国外借款 ;债务支出包括国内债务还本付息、国外借款还本付息和归还人民银行借款。

资料来源 : (1) 1986 —1996 年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1997)》第 234、236、256 页有关材料计算 ; (2) 1997 年的数据则

根据刘仲藜和陈锦华同志在八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作的报告有关材料换算而成 ,见《人民日报》1997 年 3 月 17 日。

31 国债负担率。它衡量的是一定时期的国债累积额占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情况。

可用公式表述为 :国债负担率 = (当年国债余额 ÷当年 GDP) ×100 %。这是衡量国债规模最

为重要的一个指标 ,因为它是从国民经济的总体和全局 ,而不是仅从财政收支上来考察和把握

国债的数量界限。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 ,发达国家的国债累积额最多不能超过当年 GDP 的

45 % ,由于发达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较高 ,一般为 45 %左右 ,所以 ,国债累积

额大体上相当于当年的财政收入总额 ,这是公认的国债最高警戒线。我国的财政收入 ,即使加

上预算外收入也只占 GDP 的 20 %左右 ,因此 ,照此推算 ,我国的国债累积额占 GDP 比重最高

不超过 20 %为宜。在我国 ,不仅债务依存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而且当年国债发行额占 GDP

的比重和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也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当年国债发行额占 GDP 的比重

1989 年仅为 0135 % ,1996 年则上升到了 2184 % (参看表 5) ;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则由

1991 年的 5141 %上升到 1996 年的 516 %(参看表 6) 。虽然近几年上升较快 ,而且有进一步攀

升的趋势 ,但这一指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参看表 4) 。从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来讲 ,我

国政府债务规模还有进一步扩展的余地。因此 ,以后应杜绝通过通货膨胀税和铸币税来筹集

政府收入 ,而应大胆改变居民的资产结构 ,即在居民的资产组合中 ,提高政府债券的比重 ,降低

居民储蓄的比重 ,并由此提高政府的可支配财力。

41 居民的应债力。一般表述为 ,国债余额占当年居民储蓄存款或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比

例。这是从居民的储蓄水平来考察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指标。在我国 ,居民是认购国债的重

要主体之一 ,而城乡居民存款和手持现金是居民购买国债的主要来源。80 年代我国债券实行

分配认购时 ,对于各省市国债任务指标的分配主要依据各地存款和工资总额的情况 (高坚 ,

1995) 。近年来 ,尽管居民可选择购买的金融资产增加了 ,这些指标不能完全反映居民购买国

债的能力和潜力 ,但仍然是居民购买国债的主要依据 ,也是我们在确定国债发行规模时不得不

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表 5 和表 6 反映了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与国债规模的关系。从这两个表

可以看出 :近 10 年来 ,无论是年度国债发行额还是年度国债余额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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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增加 ,但变化并不是太大。90 年代后 ,尽管居民购买国债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 ,但居

民收入也有了很大增长 ,这些年城乡居民存款的增长超过了其他所有经济指标。这既是我们

在 1994 —1995 年高通货膨胀环境下顺利发行上千亿元国债的重要原因 ,也是我们以后继续扩

大国债发行规模的一个重要条件。

表 4 主要发达国家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 %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法国 2319 2415 2517 2615 2717 2816 2815

德国 2217 2218 2219 2319 2314 2414 2412

爱尔兰 6713 6517 6910 6911 6414 6215 6013

荷兰 5311 5319 5616 6011 6013 6019 6117

新西兰 3517 3019 3314 3213 3010 2715 2715

瑞典 5410 5314 4817 4514 4019 4012 4412

美国 2714 2919 3110 3114 3017 3112

英国 4612 4512 4210 3610 3010 2810

　　资料来源 : (1)高坚 ,1995 :《中国国债》第 224 页 ,经济科学出版社版。

(2)杰弗里·萨克斯 :《全球视觉的宏观经济学》第 301 页 ,中译本 ,上海三联书店 1997 年出版。

表 5 年度国债发行额与国民经济相关指标的比率情况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年度国债发行额 (亿元) 56107 93147 19913 395164 314178 1028157 1510186 1847177

占中央财政支出的比率 % 5183 7184 14189 2415 1911 45163 52139 53139

占 GDP 的比率 % 0135 0151 0192 1149 0191 2129 2162 2184

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率 % 1110 1132 2118 3142 2106 4177 5109 4179

　　资料来源 :根据表 2 及《中国统计年鉴 (1997)》第 42、247、256 和 293 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成。

表 6 国债余额与国民经济相关指标的比例关系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国债余额 (亿元) 117012 140113 180111 247718 314811 380315

国债余额占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 ( %) 8716 8712 10912 10816 10912 10919

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 ( %) 5141 5125 5150 5121 5145 516

国债余额占居民存款余额的比重( %) 1218 1211 1118 1115 1016 9187

　　资料来源 :根据表 2、表 7 及《中国统计年鉴 (1997)》第 233、256、293 页有关数据计算。

　　(三)一个悖论 :财政本身的债务重负和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的矛盾

从上面判断中国国债规模的几个主要经济指标中 ,无疑会得出一个看似相互矛盾的结论 :

从国债偿债率和债务依存度 (反映财政本身的债务负担的指标) 来看 ,我国的债务压力是相当

大的 ,尤其是 1994 年以来 ,债务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 ,1996 年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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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还本付息已超过千亿元 ,中央财政已不堪重负。这似乎在提醒我们 ,为防止中央财政债务依

存度过高 ,应警惕国债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但从国债负担率以及国债余额占居民储蓄存款的

比率来看 ,既然目前的 GDP 是国债余额的 18 倍 ,居民储蓄存款相当于年度国债发行额的 20

倍和国债余额的 10 倍 (根据表 5 和表 6 计算而成) ,而且从动态趋势来看 ,国债发行规模按照

现行的增长速度扩大 ,在未来 10 年内 ,国债余额占 GDP 的比重也不会超过 14 % (袁东 ,

1996) ,这还是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 ,我国国民经济的应债能力还是十分宽松的。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 ,只能说明中国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 ,即国民收

入分配过分向个人倾斜 ,财政集中的国民收入份额太少 ,财政收入的基础薄弱 ,以致造成在财

政债务依存度不断扩大的同时 ,国民经济的债务负担水平却只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 4。更为

重要的是 ,这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告诉我们 :只要处理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问题 ,进一步扩大

国债规模仍是有余地的。也就是说 ,国债发行规模的适度扩大应建立在增强国家财政汲取国

民收入能力即适度提高“两个比重”的基础上。只有这样 ,才能够既保持较大的国债规模 ,又不

至于让国家财政背上难以承受的债务重负。

二、“九五”时期国债规模的预测与分析

国债是经济建设和弥补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 ,也是调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但是 ,发行

规模把握不好就会收不到预期的效果 ,甚至还会造成债务危机和信用危机。因此 ,我们有必要

对“九五”时期的理论国债规模作出有根据的预测。

从理论上讲 ,国家财政支出的需求压力和偿债能力、居民的收入和储蓄水平以及国内生产

总值规模和国债的收益率高低都是制约国债发行规模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集中于一点 ,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规模。因为一般来说 , GDP 越大 ,社会资金总量就越多 ,财政的偿债能力

就越强 ,企业和居民的应债能力也越强。反之亦然。因此 ,可以说影响国债规模的最主要因素

就是国内生产总值。我们据此来建立中国的国债增长模型。如果用 Z 表示国债总额 ,用 Y表

示国民生产总值 ,则 :Z = f (y) (1)

一般来说 ,国债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成相同方向变化 ,即国债规模应该随国内生产总值的

增加而增加。因此 ,以国内生产总值为自变量的理论国债规模的一元回归模型公式应为 :

Z = a + by (2)

我国 1981 —1996 年的国债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实际数据如表 7。

根据表 7 的数据 ,进行一元回归分析 ,计算结果 :

a = - 274168 　　b = 010293 　则 :

Z = - 274168 + 010291 Y (3)

(R2 = 01914 ,相关系数 r = 01956)

常数 a 的 T 检验值 - 31952 ,参数 b 的 T 检验值 12123 ,Z 的方差 58516 , Y的方差 19399 ,

Z均值 37316 , Y的均值 22387。

据此 ,我们如果假设国内生产总值按预计的每年 9 %的速度递增 ,就可以推算出 1997 -

2000 年的理论国债规模。见表 8。

显然 ,这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估计。事实上 ,未来几年的 GDP 还有可能超过 9 %的增长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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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历年国债总额和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 :亿元

当年国债发行额 国内生产总值 当年国债占 GDP 的比重 % 当年理论国债

1981 73108 477310 1153 - 13311

1982 79141 519310 1152 - 12113

1983 83186 519310 1159 - 12113

1984 77134 717110 1107 - 6313

1985 89185 896414 0191 - 1319

1986 138125 1020212 1135 2419

1987 169155 1196215 1141 7611

1988 270178 1690912 1159 22915

1989 282197 1599313 1176 19413

1990 375145 1853017 2102 26713

1991 461140 2161718 2112 35711

1992 669160 2663514 2151 49613

1993 739122 3451511 2114 73118

1994 1175157 4500518 2161 103711

1995 1549176 5773310 2168 168010

1996 1967128 6779510 2190 170013

　　资料来源 : (1)《中国统计年鉴 (1997)》第 42、256 页。

(2)理论国债规模依据公式 (3)计算而成。

表 8 1997 —2000 年理论国债规模 单位 :亿元

GDP(预计值) 理论国债规模 理论国债规模占 GDP 的比重 %

1997 7389616 187814 2154

1998 8054713 207119 2157

1999 8779615 228119 2160

2000 9569813 251218 2163

那么 ,从理论上讲 ,国债发行规模每年保持在 2200 - 2800 亿元的水平上完全是可能的。这样 ,

“九五”末期国债总余额将达到 10000 亿元。如果到 2000 年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能提高到

15 %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能提高到 55 %左右 ,国债规模按照我们预计的理

论值增长 ,那么 ,到本世纪末既可以使国债规模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又可以把中央财政的债

务依存度从现在的 5717 %降低到 35 %以下。此事如解决得好 ,无疑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

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解决财政债务重负和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宽松矛盾的思路

通过上面的分析 ,我们陷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矛盾之中 :从国家财政负担来看 ,国债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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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相当大 ,财政债务重负已不堪忍受 ;从国民经济全局来看 ,继续扩大国债规模的余地还较大。

这个矛盾只能说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扭曲 ,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太小 ,因此 ,解

决这个两难选择的关键是“振兴财政”,在提高“两个比重”或国家财政可支配财力水平的基础

上适度扩大国债规模。同时 ,要继续调整国债政策 ,完善国债市场 ,使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得到

较好释放。

11 扩大国债规模必须与“振兴财政”同时进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财政不必只

拘泥于通过税收来取得收入 ,还应通过国债集中相当一部分资金。问题是 ,国债是需要还本付

息的 ,而且在当前的中国是由中央财政来还本付息的。因此 ,国债的发行规模要充分考虑到财

政的承受能力。我国 1997 年的国家财政债务依存度是 2812 % ,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是

5717 % ,远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债务依存度过高既是当前中国财政的主要风险 ,也是继续

扩大国债发行规模的主要障碍。既要降低债务依存度 ,又要继续扩大国债的发行规模 ,两全其

美的办法首先就是通过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 ,理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清理、整顿各种预

算外收入和非税收入渠道 ,切实加强税收征管和税务稽查等等 ,力争到 2000 年 ,使我国财政收

入占 GDP 的比重提高到 15 % ,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 55 %左右。其次

是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 ,在严格控制财政支出总量增长的同时 ,着力优化支出结构 ,

确保支出重点 ,加强成本 —效益考核 ,缓解支出压力。

21 扩大国债规模要建立在国债结构不断优化的基础上。合理的债务结构既有利于充分

挖掘社会资金潜力 ,满足不同偏好投资者的投资需求 ,也有利于国家降低筹资成本 ,减轻财政

未来负担。建立合理的国债结构 ,当前似应亟待解决三个问题 :

(1)调整国债的期限结构 ,适当增加长期国债的比重。事实上 ,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因为

现在宏观经济形势日渐好转 ,金融市场体系正日趋完善 ,特别是通货膨胀率现在已降低到 2 %

以内 ,而且未来几年内反弹的可能性较小。所以 ,居民持有长期国债收益较高而风险又不大 ,

不失为理性的选择。

(2)国债品种结构应进一步多样化 ,如财政债券、建设债券、可转换债券和储蓄债券等。这

既可以满足国家财政的不同需要 ,又扩大了投资者的选择余地 ,适应了不同机构、不同收入水

平和不同投资偏好的购买者的需求 ,并使国民应债能力得到充分的释放。对于减轻巨额国债

发行的压力 ,充分挖掘国债的经济功能是非常有意义的。

(3)调整国债持有者结构 ,增加各经济主体对国债的需求。国债的持有者包括中央银行、

专业银行、机构投资者、企事业单位、居民个人和国外持有者等。当前要着重解决三个方面的

问题 :首先 ,要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某些限制 ,允许商业银行更大规模地直接进入国债

市场。因为这将不仅有助于扩大国债发行规模 ,降低国债发行成本 ,也有利于调节其资产结

构 ,降低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更为重要的是 ,商业银行持有足够份额的国债是形成规模化的

公开市场业务的基础 ,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前提。其次 ,着力培育国债机构投资

者。机构投资者作为以规避风险、追求最大收益为经营目标的专业投资组织机构 ,它的培育、

成长及成熟将带来国债投资运用技术的不断提高与投资战略多元化 ,并由此促使国债市场发

生质的飞跃和量的拓展。再次 ,可考虑允许国外投资者持有一定比例的国债。到 1996 年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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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李四 ,1991a :《论计划》,经济出版社。

　　例 :李四 ,1991b :《论计划与市场》,载于王五编 :《计划与市场》(论文集) ,经济出版社。

(二)译文文献编排方法

(1)译文文献以作者姓的中文译名打头 ,可加括号注明外文姓 (可在姓后注名或名的第一

个大写字母) ,再接出版年份 ;

(2)出版年份仅注所引文献中译本的出版年份 ;在文献名后注明“中译本”。

例 :“约翰 (John ,D. ) ,1978 :《论需求》,中译本 ,译文出版社。”

(三)外文文献编排方法

(1)外文文献的作者名按姓氏第一个字母排序 ;

(2)所引文献为外文原文 ,不论世界上是否存在该文的中译本 ,都可按外文原文文献处理 ;

(3)以作者姓名原文打头 ,然后接出版年份、文献标题、杂志或出版社。

例 :John ,D. ,1956 ,“On Demand”, Oxford.

三、关于其他注释 :

按上述方法注释参考文献时 ,其他与文章内容有关的注释 ,不受影响 ,所不同的是 :注释当

中所涉及的文献 ,按正文中同样的方法加注。

(上接第 20 页)

中国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后 ,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兑换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客

观上为向国外投资者开放资本市场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通过对国债持有者结构的上述调

整 ,可以改变国债市场始终在财政部、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居民个人这样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循环

的格局 ,可较大幅度地扩大国债市场的发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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