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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歐美日等世界三大主要經濟體系成長趨緩之際，中國的經濟逆於全球

表現，2002 年經濟成長率達到 8%，隨著經濟的發展，資本市場的規模必

然不斷的發展與深化，因此未來投資中國資本市場的契機似隱然若現，

而國債市場作為政府調控經濟與發展國民經濟的市場，更是整體經濟發

展重要的一環。另外在”十五計劃”中政府明確的政策指導 ”健全統



一、安全、高效、開放的國債市場”，更使國債市場在 2001 年及 2002 年

的表現優於股市，中國國債市場的投資機會似乎漸具雛形。 然而特殊的

是，在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是一項全新的經驗，且發展的

初期似乎仍存在顧忌，所以並不是一開始就與國際接軌，或許資本市場

一開始仍屬較敏感的課題，因此可以看出中國在資本市場的發展呈現一

種先做再說、邊學邊看、 邊看邊改，說變就變、說停就停的奇特現象，

套句中國大陸的說法叫作：摸著石頭過河。如：1994 年開放試行的國債

期貨市場在 1995 年便因發生弊端而關閉，和我們一般的想法是先建立法

規制度、充分了解整個框架流程後才付諸實行，與先進國家的發展大異

奇趣 。 若未對其特殊的發展歷程有所了解，則在進入市場投資將有失偏

頗，無法宏觀體察全貌，將會浪費不少時間在摸索上和付出不少成本的

代價。因此本文將以先鑑者的角度，作為探尋中國國債市場的先趨。 論

文研究的主題包括：1. 認識中國債券的商品與發展過程；2. 瞭解國債發

行市場的制度與歷年的發行概況；3. 瞭解國債的交易制度並探討歷年的

交易概況；4. 對國債市場的風險、問題與未來發展作一說明；5. 分析外

資券商進入市場的利基與障礙。 由本研究可以發現：1. 中國國債市場歷

經實物券場外交易、交易所市場及銀行間市場主導的三階段發展過程，

其間的轉變是炯異、巨大而迅速。2. 在國債發行與交易市場的研究發

現，中國國債市場形成兩市並存的狀況，與國際上債券市場的發展極為

不同，在銀行間市場的參與者以商業銀行為主，而交易所市場的參與者

則以證券與保險公司為主。 3. 雖然中國國債市場致力於發展各種到期期

限的債券，但因兩市分立的狀況，產生同券不同價的情況，因此中國仍

無法建構出中國的債券期限結構體系。4. 發行的債券不斷的創新與嚐

鮮，然而由於中國機構投資者的實力參差不齊，國債創新的能力有待加

強。5. 跟隨明確政策的腳步，中國國債市場的確在 2002 年提出多項的改

革方案，使 2002 年的國債市場表現亮麗，但卻也因資金的彙集而加大風

險。6. 在中國加入 WTO 後，外資券商比台資券商有更強的實力進入中國

國債市場，但是台資券商的靈活與彈性以及在 WTO 平等互惠的原則下，

市場走向更開放仍是值得期待的。  

摘要

(英) 

While the move on the three major world-wide economic systems, namely Europe, 

USA and Japan, are faltering,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s contrary to the 

global economic performance. Its economic growth rate measured up to 8% in 

2002.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in economy, the capital market scale will 

consequentially develop and get deepgoing relatively. Given this, a turning point 

for the future investment in Chinese capital market appears to be faintly visible. 

The movement to treat the treasury bond market as a market where the Government 

controls the econom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tire economy. Further, in light of the Government’s 

express guidelines manifested in its tenth “Five-year Economic Plan” for a 

“well-organized and united, safe, effective, and open treasury bond market”, the 

treasury bond market of China outperformed its stock market in 2001 and 2002. 

Accordingly, it appears that the opportunities to invest in Chinese treasury bond 

market are emerging. Nevertheles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apital market is 

referred to as a brand new experience.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some 



misgivings still remained and thus the market did not lin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Perhaps because the capital market was identified 

as a sensitive issue from the beginn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apital market 

presented a particular phenomena, literally interpreted as “do it without second 

thoughts, learn and observe concurrently, observe and change concurrently, change 

constantly, stop doing whenever it wants”. A proverb prevailing in mainland 

China can be quoted as saying that “Cross the River by Rocks Therein”. For 

example, the treasury bond futures market, which was open on a trial basis in 1994, 

was shut down shortly in 1995 because of corruption. This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countries that are used to establishing an applicable 

rule of law at first and then performing their policies after fully comprehending the 

whole procedures. Investors’ failure to have a specific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for the spe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s likely to lead them to slip up in the market 

for lack of overall observation, and thus cause them to waste considerable time and 

cost in fumbling. Therefore, this paper is going to serve to be the pioneer in the 

expedition to Chinese treasury bond market from the viewpoint of a prophet. The 

topics of this paper include: 1. Introduction of the bond types and process of 

development for Chinese treasury bond; 2. To have a knowledge for the primary 

market and its history; 3. To have a knowledge of the system for the treasury bond 

and discuss the historical secondary market; 4. To interpret the risk, challenges and 

prospection of the treasury bond market; 5.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hindrance for foreign securities companies to enter the market. This research 

manifests that: 1. Chinese treasury bond market has gone through the three stages, 

namely Physical Bond in OTC, transaction on exchange and leading by interbank 

bond market. The transformation in them was distinctive, tremendous and 

expeditious; 2. The research on primary market and secondary market shows that 

the two marketplaces co-exist in the same Chinese treasury bond market. This 

appears to be sharply differen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bond 

markets.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bank market are primarily commercial banks, 

while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xchange market are primarily securities and insurance 

companies; 3. Despite that Chinese treasury bond market is devoted to develop a 

variety of matured bonds, the co-existing of the above-identified two marketplaces 

results in “the same bond with two different prices”. Accordingly, China is still 

unable to build its own term structure of interest rate.; 4. The bond issued is 

innovated and reformed constantly. However, in light of Chinese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uneven qualifications, its power to innovate the treasury bond still 

requires improvement; 5. Following the express and definite policies and a variety 

of reform projects put forward for Chinese treasury bond market in 2002, the 

performance of the market appeared to be glamorous in 2002. Nevertheless, risks 

also increased relatively due to the collection of capitals; 6. Upon China’s entry 

into the WTO, foreign securities companies possess more powerful strength to 

enter Chinese treasury bond market than Taiwan-based securities companies. 

Nevertheless, in virtue of Taiwan-based securities companies’ flexible strategies 

and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under the WTO, the move on a more open market is 



still foresee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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