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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现金净回笼量较高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周陈曦

1，
2

（ 1． 江西财经大学 金融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2． 中国人民银行 南昌中心支行，江西 南昌 330008）
摘要： 人民币现金投放与回笼状况可以反映一个地域的经济增长 、人口流动、商品贸易、资源流
通等多方面信息。作为中部地区省份，江西现金净回笼总量保持较高水平 。文章从劳动力转移，产
业结构调整，支付方式不足，旅游业发展等方面分析了造成江西现金净回笼较高的原因 ，并提出了
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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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江西省常年较高的现金净回笼，给江西货币发行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工作压力。 由于外省流入的现金
［2］
总量大，单纯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及时消化； 大量的现金净回笼给发行库保管、钞票处理都带来较大压力；
不断攀升的现金收付规模使得金融机构压力增大 ，现金收付服务及反假等人民币管理工作都面临较大压力 ；
［3］
对现实中的现金流通带来额外的压力 。
本文以江西省现金净回笼作为研究对象 ，客观描述了现金投放与回笼的基本情况，集中分析了近几年
来，江西省现金净回笼总量较高的具体原因 ，并解决对策进行了探讨。

一、江西省现金投放与回笼的历史演变
（ 一） 1985 年 ～ 1992 年： 全省现金净回笼呈净投放格局，总体波动加剧
1985 年以来，我省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金统计制度 ，这一时期的现金流通比较平稳，现金总量呈现稳步
增长的趋势。经济增长方面，此时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居于各产业之首 ，在此背景下，全省现金呈现净投放
的形势，总体增长比较平稳，发行基金净投放总体增长平稳，年均增长率约为 32． 77% 。
（ 二） 1993 年 ～ 1999 年： 全省现金回笼超过投放，规模不断增大
1993 年江西出现发行基金净回笼。 当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723． 04
在持续数十年的净投放格局之后，
亿元，增长率达到 26． 38% ，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胀压力。 受此影响，基本建设投资增幅达到 39． 87% ，固定资
产投资增幅达到 48% ，创下改革开放以来历史最高。此时发行基金回笼年增长率为 28． 9% ，发行基金投放
年均增长为 20． 86% 。
（ 三） 2000 年 ～ 2013 年： 全省现金回笼不断增加，速率波动趋于平稳
进入 21 世纪，江西省委省政府提出“三个基地一个后花园 ”战略 ① 。 受此影响，全省发行基金投放与回
笼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最近十年，江西发行基金回笼与发行基金投放年均均有所下降 ，由此江西从发行基
金投放大省转变为发行基金净回笼省份 。并且年均增长逐渐趋于平稳。

二、江西现金回笼趋势演变承接的经济基础分析
（ 一） 承接劳动力转移的资源基础，现金回笼因劳动力流动而增大
近年来，在江西省委、政府的合理引导下，基层政府部门加大了对农民工的组织和培训力度 ，提高了农民
①

即： 东部产业转移的基地、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劳动力输出基地和旅游观光“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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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劳动技能，加大了农民的转移力度，增加了农民工的收入，促进了全省货币资金的快速回笼。 随着经济
［4］
快速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放开，农业人口在不发达与发达地区之间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转移渐成常态 。
目前，江西在沿海发达地区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人数超过 600 万，另据资料显示，外出务工人员年均现金收入
突破 8 千元，由此可见每年，江西外出务工人员都给省内带回大量现金 ，农村劳务逐渐成为域外现金净流入
［5］
的重要渠道。
（ 二） 承接结构调整的产业基础，第三产业现金回笼量结构性上升
近年来，江西省服务业发展逐渐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并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之一 。2014
年实现第三产业产值 5728． 98 亿元，较去年增长 13． 2% 。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实现 710． 08 亿元，批发
8． 32% 和
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实现生产总值 1467． 43 亿元，金融业 739． 7 亿元。环比增长率分别达到 4． 46% 、
40． 94%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数量达到 964． 3 万人，占比就业总人口比例达到 37% 。 受此影响金融机构服
2005 年以来服务性现金收入年均增长接近 10% ，成为促进江西现金净
务性现金收入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
回笼又一重要因素。

图1

1998 年至 2013 年江西三产业总值及其增长率年际变动情况

（ 三） 承接原材料供应的市场基础，原材料出售性现金回笼持续增加
2014 年已发现各种具有开发资源的矿产超过 180 余种，矿
江西省各类有色金属和稀土矿产资源丰富 ，
产地超过 5000 处。十种有色金属产量超过 165 万吨，环比增长率达到 6． 5% ，生产原煤 2813． 7 万吨，焦炭
867． 5 万吨，粗钢 2235． 28 万吨，生铁 2075． 31 万吨，化学原料 4． 9 万吨。用材林 82． 7 千公顷，经济林 29． 37
千公顷。出口农产品 414890 万元，增长率达到 39% 。 年出口量增长超过 1 亿美元。 江西省原材料贸易规
模不断扩大，本地的大规模原材料采购现金交易明显增加了现金净回笼 。
（ 四） 承接滞后的支付方式的交易基础 ，用现量持续增长
一是投融资渠道狭窄，促进了现金的持续净回笼。 目前正规金融机构信贷门槛较高，“影子银行 ”在一
些地区大量存在，民间借贷现象不容忽视； 二是非现金支付工具认知度较低。江西属于经济落后地区省份，
现代支付工具普及程度较低，并且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偏低，无纸化交易方式接受度较低。三是居民持现偏
好，导致现金交易量逐年增加，由于江西金融市场不发达，居民投资渠道相对狭窄，致使长期以来储蓄投资成
2010 年江西省国内支出总消费达到 4489． 22 亿元，比去年同期上涨
为一般群众的首选方式。据调查显示，
26． 6% ，但是相对居民消费交易规模，现金所占比例较大。
（ 五） 承接国内外游客的旅游资源基础 ，省内旅游现金收入持续增长
江西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在全国最早提出“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的发展理念，并且江西既有
优美的自然风光又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 。2014 年江西旅游总收入达到 2649． 7 亿元，占全国旅游总收入
8． 15% ，占全省地区生产收入比重 16． 86% ，占全省第三产业比重达到 45． 82% ，同期接待入境游 171． 7 万人
1411． 29、
3232． 21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54596
次，特别在春节、五一、十一期间分别接待旅游人数 877． 78、
684200 万元、
1603200 万元。随着游客所带来的现金净回笼增长的现象不容忽视 。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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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16 年

1991 年至 2013 年江西省旅游收入增长情况

三、改善现金回笼管理现状的对策建议
健全现金分析机制，逐步提高现金投回计划预测前瞻性和准确性 。建立分析调研制度，培训专业分析人
才，针对当前现金流通的特点，组织力量进行深入调研，分析和掌握现金投回动态和变化规律 ，及时提供建议
对策，提高货币投放与回笼的应变与管理能力 。加大支付工具的应用与推广，促进农民工返乡取现的便利，
在大宗农产品交易旺季推广采用无纸化交易 ，减少现金使用的压力。认真调查，广泛收集各方信息，确保货
币流通监测数据的准确，做好现金供求、调拨的预研预判，为科学、灵活调拨发行基金提供坚实基础。进一步
完善相关制度，使我省人民币流通状况监测预警理论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 做好现金收支统计分析工作。畅
通现金投放渠道，确保市场需求的各券别现金能够及时投放市场 。继续采取金融机构库存现金各券别比例
控制、对超市等单位进行定点投放、疏通现金投放渠道，使市场有需求的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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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e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Ｒesearch of
the High Net Ｒeturn in Jiangxi Province
ZHOU Chenxi1，2
（ 1． School of Finance，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Jiangxi 330013，China；
2． Nanchang Branch of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Nanchang，Jiangxi 330008，China）
Abstract： The state of ＲMB cash expenditure and cash withdrawn can reflect a region’s economic growth，population flow，commodity trade，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other information． As the province of central region，the total
amount of net return keeps in the high leve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auses of the high net cash return in Jiangxi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labor force transfer，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the lack of payment mode，and the
tourism development，then 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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