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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多管齊下全力支持抗擊疫情 
 

貨幣金融政策是應對突發事件的衝擊、恢復經濟增長的重要

政策手段。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人民銀行迅速反應，從宏觀

政策、支付結算、金融基礎設施運行、貨幣供應等諸方面著手，做

好防疫金融服務，支援企業儘快復工復產，維護金融市場基本穩

定。從本次政策組合拳來看，人民銀行已經將各類便利措施、綠色

通道細化到日常執行層面。通過特殊時期政策引導，如果能將其

中有些充分便利化的政策經由實踐檢驗，變成常態化機制，對於

改革和推動市場開放將具有積極意義。 
 
人民銀行先後發佈或共同發佈了一系列的政策，落地了包括

超預期公開市場操作、設立 3000 億低成本專項再貸款等抗擊疫情

的重頭措施。此外，聯合其他五個部門出台了支持疫情防控的 30

條具體措施，通過發揮政策合力，為疫情防控和恢復生產提供了

綜合的金融保障。發佈政策及金融支援疫情防控 30 條具體內容詳

見附件。 

 

一、提供市場流動性支持疫情防控主要舉措 

 

（一）公開市場操作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2 月 3 日節後開市首日，人民銀行開展超預期公開市場操作

投入 1.2 萬億流動性，之後 2 月 4 日，人民銀行再次開展超預期

公開市場操作，兩天累計投放流動性 1.7 萬億元。央行充足供應

流動性的動作，為金融機構支援疫情防控和保持金融市場穩定送

出了“定心丸”。央行開展逆回購當天，Shibor 各期限均呈下行

趨勢，隔夜利率為 2.273%，較上一交易日下行 23.1個基點；7 天

利率為 2.416%，較上一交易日下行 19.1 個基點；一年期利率為

2.959%，較上一交易日下行 2.1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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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保證了疫情防控特殊時期銀行體系

流動性的合理充裕，讓整體市場利率繼續下行，降低了企業的融

資成本，同時釋放了加大逆週期調節力度的信號，進一步穩定了

市場預期。 

 

（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多管道提供流動性支持 

 

充分利用好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等貨幣政策工具，加大

已有普惠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用力度。2 月初，中國人民銀行深圳

市中心支行開通了再貼現綠色通道，充分發揮再貼現政策的導向

作用。對支援疫情防控和民生領域企業開展票據貼現的金融機構，

優先審批其再貼現申請，簡化審批流程，金融機構不需提供合同

貿易背景資料，原則上不對票據單張票面金額、貼現利率設置限

定條件。 

 

二、信貸資源支持疫情防控主要舉措 

 

（一）通過專項再貸款給予信貸支持 

 

專項再貸款是支援保供的重要宏觀政策。人民銀行設立了

3000 億元專項再貸款，向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農業發展

銀行以及工農中建交郵儲銀行共 9 家全國性銀行以及疫情防控重

點地區的部分地方法人銀行發放，支援其向防控保障名單內重要

醫用、生活物資重點企業提供優惠利率貸款。專項再貸款利率為

上月一年期 LPR 減 250 基點，期限為一年。金融機構發放貸款利

率上限為發放時最近一次公佈的一年期 LPR 減 100 基點，目前為

3.15%，鼓勵銀行以更低的利率發放貸款。此外，中央財政按企業

實際獲得的貸款利率貼息 50%，雙管齊下確保企業實際融資成本

降至 1.6%以下。央行官員表示，3000 億元專項再貸款利率非常優

惠且有財政貼息，是一個暫時的政策，但是救急、救命的，必須精

準投放，已經建立了對再貸款資金使用的全流程監控。 

 

2月 10 日，首批專項再貸款已完成發放。根據不完全統計，

截至 2 月 18 日，湖北等 10 個重點省份銀行業機構至少已投放了

專項再貸款 700 餘筆，確實解決了重點企業的燃眉之急。 

 

（二）保障防疫相關信貸資源 

 

通過支持地方法人金融機構發行一般金融債券、永續債等，

提升對疫情防控領域的金融服務供給能力。同時對募集資金用於

疫情防控相關領域的債務融資工具建立承銷、發行服務綠色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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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 

 

通過支援國家開發銀行對製造業企業，支援進出口銀行對外

貿企業，支援農業發展銀行對生豬生產全產業鏈的企業擴大融資

支援，充分發揮政策性金融的信貸支持力度。對受疫情影響較大

的行業，以及有發展前景但受疫情影響暫遇困難的企業，特別是

小微企業，不得盲目抽貸、斷貸、壓貸。受疫情影響嚴重的企業到

期還款困難的，予以展期或續貸。央行通過適當下調貸款利率、增

加信用貸款和中長期貸款等方式，有效支援了相關企業戰勝疫情

災害影響。 

 

此外，要求各級政府性融資擔保再擔保機構應取消反擔保要

求，降低擔保和再擔保費。對受疫情影響嚴重地區的融資擔保再

擔保機構，國家融資擔保基金減半收取再擔保費。 

 

三、支付結算方面支持疫情防控主要舉措 

 

（一）開設支付清算綠色通道 

 

為疫情防控需要，人民銀行專門開設了大額資金匯劃的“綠

色通道”，春節及節後週末期間放開小額支付系統業務限額，確

保境內外各類大額資金的匯劃需要。同時，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CIPS）開設了跨境支付的“特殊通道”，安排 CIPS 為防疫相關

和人民幣海外清算行頭寸調撥等緊急業務提供服務，用於支援進

口防疫物資境外付款和捐贈收款，並平抑假期延長期間的境外業

務需求，維護離岸市場人民幣支付業務平穩運行。2月 3 日後，延

長大額支付系統執行時間，進一步保障了銀行間市場交易和人民

銀行專項再貸款業務的需要。 

 

（二）提高非銀機構資金劃撥效率 

 

各非銀行支付機構加強與中國銀聯、網聯等清算機構的溝通，

明確資金結算時間安排，確保各項支付業務資金的及時結算。尤

其是對涉及疫情防控募捐、救災物資等款項的業務，要求各非銀

行支付機構不得晚於 T+1 日進行結算，鼓勵各非銀行支付機構對

此類緊急業務資金實行 T+0結算。 

 

（三）便利銀行帳戶服務 

 

銀行帳戶服務方面，建立了單位銀行帳戶防疫綠色通道。對

財政專項劃撥資金、應急處置專項資金等需要開立核准類銀行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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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的實行特事特辦、即見即辦。此外，優化帳戶業務辦理，對暫時

無法提供完整開戶證明材料的防疫帳戶，商業銀行可在有效識別

客戶身份情況下先開後補。此外，還積極提升服務效率，引導企業

和個人線上辦理支付結算和帳戶業務。 

 

四、資金跨境結算方面支持疫情防控主要舉措 

 

（一）便捷辦理防疫物資、捐贈資金相關外匯手續 

 

央行明確要求，銀行應當為疫情防控相關物資進口、捐贈等

跨境人民幣業務開闢“綠色通道”。對有關部門和地方政府所需

的疫情防控物資進口，外匯局各分支機搆要指導轄區內銀行簡化

進口購付匯業務流程與材料。對於境內外因支援疫情防控匯入的

外匯捐贈資金業務，銀行可直接通過受贈單位已有的經常專案外

匯結算帳戶辦理，暫停實施需開立捐贈外匯帳戶的要求。 

 

上述便利措施為解決醫療物資緊缺貢獻了速度與溫度。根據

外管局深圳分局的通報，按照上述便利政策，同意交通銀行深圳

分行為非名錄付匯企業開啟政策綠色通道先辦理業務後備案，便

利進口企業從韓國採購防疫物資，涉及進口付匯 100 多億韓元。

指導中信銀行深圳分行為進口企業通過綠色通道成功採購數萬套

防護服及護目鏡，涉及進口付匯 6 萬多歐元。指導某公益基金會

向境外採購口罩相關進口付匯事宜。在做好支援疫情防控外匯服

務的基礎上，同時做好相關資金的監控和留痕，保證了跨境資金

安全。 

 

（二）便利企業開展跨境融資 

 

企業辦理與疫情防控相關的資本項目收入結匯支付時，無需

事前、逐筆提交單證材料，由銀行加強對企業資金使用真實性的

事後檢查。對疫情防控確有需要的，可取消企業借用外債限額等，

並可通過“國家外匯管理局政務服務網上辦理系統”線上申請外

債登記，進一步便利了企業開展跨境融資。 

 

（三）簡化相關跨境人民幣業務辦理流程 

 

各銀行可在“展業三原則”基礎上，憑企業提交的收付款指

令，直接為其辦理疫情防控相關進口跨境人民幣結算業務以及資

本項目下收入人民幣資金在境內支付使用。企業無需事前、逐筆

提交交易單證。根據深圳外管分局的統計，2020 年 2 月上半月，

深圳辦理跨境人民幣業務 409.73億元，同比增長 13.5%。其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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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業務 170.44億元、直接投資業務 15.67 億元、跨境融資業務

5.58 億元，為企業跨境人民幣資金的正常運轉提供了保障。 

 

五、減免金融交易費用支持疫情防控主要舉措 

 

外匯交易中心、上海清算所、上海黃金交易所、中央結算公

司、上海票據交易所減免項目 20餘項。中國銀聯對全國涉及疫情

防控醫院、慈善機構減免服務費，對小微商戶銀聯二維碼收款交

易按比例返還手續費。網聯公司針對全國非盈利性醫療機構、慈

善機構的條碼收款及結算付款業務，免收網路服務費。15 家全國

性商業銀行對抗擊疫情捐贈款業務一律免收手續費。財付通、支

付寶對非營利性醫療機構免收商戶手續費，對快遞、外賣等商家

減免佣金。 

 

六、加強現金管理支持疫情防控主要舉措 

 

對疫情較重的湖北地區的現金供應，採取特殊措施。春節前

人民銀行緊急向武漢調撥新鈔 40億元，加大對醫院等疫情防控關

鍵單位的現金供應。全力保障現金供應，盡可能對外投放原封新

券或疫情前回籠的發行基金。做好流通中現金的消毒，對重點單

位的回籠現金，要求暫存庫房。暫停跨省調撥和部分疫情嚴重地

區的省內調撥，減少病毒傳染。要求各商業銀行嚴格落實收支兩

條線，收到的現金，必須經消毒處理後才能投放給客戶。 

 

七、央行防疫政策的後續影響 

 

（一）防控疫情措施手段呈現多樣 

 

從本次央行出台的政策來看，超預期公開市場操作、專項再

貸款作為臨時性措施，保證了市場流動性充裕，對抗擊疫情提供

了精準的優惠資金支援。這些措施強而有力，起到了穩定市場、提

振信心的積極效果。另一方面，央行聯合五部門發佈金融防疫 30

條在支付結算、業務辦理等層面提出了更具體的措施，細化到執

行層面。央行的政策手段趨於多樣化，充足的政策空間和政策工

具在應對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以後的經濟

運行中，有望看到更多元化的囊括宏觀和微觀的央行政策措施落

地，為實體經濟保駕護航。 

 

（二）疫情之下對外開放繼續推進 

 

由於疫情確實對中國經濟帶來了較大衝擊，擔憂影響到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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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進程不可避免。從目前的措施來看，金融防疫 30 條中包括了

涉及跨境資金結算、保障離岸人民幣市場穩定的諸多內容，都反

應了金融開放仍然是重點關注的部分。在疫情期間，人民銀行會

同有關部門發佈了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

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意見，其中涉及的很多條都是進一步推動金融

開放的措施。此外，外匯管理局深圳分局推出了 6 項創新和便利

化外匯管理舉措，包括了取消外債逐筆登記，企業可以一次登記

后在登記金額内自行借入外債等措施，極大地簡化了業務辦理流

程，促進境内外市場資源要素流動便捷高效。隨著疫情有效防控

和復工復產有序開展，金融開放措施將繼續推進，本次疫情也為

下一步提升開放過程中風險防控能力和宏觀審慎管理提供了很好

的實踐經驗，有助於進一步提升金融開放的規格。 

 

（三）相關便利措施可探索優化之後常態化 

 

在央行的防疫措施中有些是臨時性的，譬如專項再貸款，主

要是用於防疫救急，資金成本很低不具有持續性，但有些“綠色

通道”等便利化措施，可以探索進一步優化作為常態化措施繼續

推進。譬如在簡化跨境人民幣業務辦理流程上，無需事前、逐筆提

交交易單證的操作，為企業提供了很大便利。通過此次防疫政策

的全面梳理，能夠將便利跨境人民幣結算投資相關的政策細化到

日常執行層面，將為下一步業務開展創造更便利的政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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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表一：人民銀行發佈或共同發佈相關防疫政策 
 

時間 政策 主要相關內容 

2020.1.27 

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建

立外匯政策綠色通道 支
援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 

1. 簡化疫情防控物資購付匯、支

援疫情外匯捐贈資金的入帳

和結匯以及疫情相關資本項

目收入結匯的手續。 
2. 防控疫情確有需要企業借用

外債限額可取消 
3. 其他特殊外匯需要可先行辦

理，事後向外管局報備 

2020.1.31 

中國人民銀行  財政部 
銀保監會 證監會 外匯

局關於進一步強化金融

支持防控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 

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30 條 

2020.2.4 

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市中

心支行 國家外匯管理局

深圳市分局關於做好當

前金融服務工作 全力支

援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的通知 

1． 加大貨幣信貸支持力度 

2． 暢通疫情防控資金的撥付匯

劃 

3． 促進外匯和跨境人民幣資金

結算便利化 

4． 加強防控期間金融服務 

5． 維護疫情防控期間金融穩定 

2020.2.7 

財政部 發展改革委 工
業和資訊化部 人民銀行 
審計署關於打贏疫情防

控阻擊戰 強化疫情防控

重點保障企業資金支持

的緊急通知 

1.專項再貸款支持金融機構，加大信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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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金融支持疫情防控 30 條措施 

 
  

一、保持流動性合

理充裕，加大貨幣

信貸支持力度 

1 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 

2 加大對疫情防控相關領域的信貸支持力度 

3 
為受疫情影響較大的地區、行業和企業提供差異化優惠的金

融服務 

4 完善受疫情影響的社會民生領域的金融服務 

5 提高疫情期間金融服務的效率 

6 支持開發性、政策性銀行加大信貸支持力度 

7 加強製造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等重點領域信貸支持 

8 發揮金融租賃特色優勢 

二、合理調度金融

資源，保障人民群

眾日常金融服務 

9 保障基本金融服務暢通 

10 加強流通中現金管理 

11 確保支付清算通暢運行 

12 建立銀行帳戶防疫“綠色通道” 

13 加大電子支付服務保障力度 

14 切實保障公眾征信相關權益 

15 暢通國庫緊急撥款通道 

16 切實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 

三、保障金融基礎

設施安全，維護金

融市場平穩有序運

行 

17 加強金融基礎設施服務保障 

18 穩妥開展金融市場相關業務 

19 提高債券發行等服務效率 

20 靈活妥善調整企業資訊披露等監管事項 

21 適當放寬資本市場相關業務辦理時限 

22 減免疫情嚴重地區公司上市等部分費用 

四、建立“綠色通

道”，切實提高外

匯及跨境人民幣業

務辦理效率 

23 便利防疫物資進口 

24 便捷資金入帳和結匯 

25 支持企業跨境融資防控疫情 

26 支持個人和企業合理用匯需求 

27 簡化疫情防控相關跨境人民幣業務辦理流程 
五、加強金融系統

黨的領導，為打贏

疫情防控阻擊戰提

供堅強政治保證 

28 強化疫情防控的組織保障 

29 做好自身的疫情防控工作 

30 配合地方政府加強應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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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報告 
 

1.  香港特區政府推出大規模逆周期紓困措施 黃思華 02.28 

2.  印尼央行啟動預防性降息 下調利率 25基點 李睿正 02.26 

3.  泰國 2019年經濟增長放緩至 2.4% 李睿正 02.19 

4.  央行新政策為境外投資者進入內地衍生品市場提供便利 孔玲 02.17 

5.  馬來西亞第四季經濟同比增長 3.6% 遠遜預期 李睿正 02.13 

6.  泰國央行降息至歷史新低 李睿正 02.07 

7.  疫情對離岸人民幣市場拆息的影響分析 梁紹仁、張華琳 02.06 

8.  疫情發生後人民幣匯率走勢分析 張謙 02.05 

9.  疫情發展對離岸人民幣市場的階段性影響及分析 孔玲 02.05 

10. 美聯儲維持利率不變,疫情或為新風險 
韓鑫豪 02.04 

11. 警愓全球債務高企的“灰犀牛” 
張文晶 02.03 

12. 穆迪下調香港信貸評級分析 
蔡永雄 01.21 

13. 澳門擬建人幣計價證券交易所的機遇與挑戰 
蘇傑 12.17 

14. 中美貿易暫時休戰 
蔡永雄 12.16 

15. 英國大選保守黨大勝 “脫歐”僵局有解 
柳洪 12.13 

16. 美聯儲維持利率不變,點陣圖預期持續到2020 
韓鑫豪 12.13 

17. 香港經濟步入技術性衰退 
張文晶 10.31 

18. 聯儲局完成年內第3次降息 
黃思華 10.31 

19. 中美貿易再次休戰 
蔡永雄 10.15 

20. 美聯儲如期降息,但會議指引偏鷹 
韓鑫豪 0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