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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摇 摇 言

银行间债券市场自 1997 年成立以来, 在党中央、 国务院一系列发展

金融市场的方针以及人民银行 “面向机构投资者, 发展场外市场, 坚持

市场化运作冶 的思路指导下,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目前, 以银行间债券

市场为代表的场外市场已成为我国债券市场的主体组成部分。 经过十几

年的发展, 银行间债券市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已经迈入了一个新

的发展阶段。 如何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相关制度, 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

题, 把我国债券市场推向新的发展高度, 是全体市场成员正面临的挑战。
我国债券回购业务始于 1991 年, 经历从交易所市场到银行间市场的

转变。 如今, 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在我国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凸

显。 一是银行间回购市场覆盖面广、 影响力大, 是机构短期融资的主要

场所。 2012 年全年银行间回购市场交割量约 151郾 7 万亿元, 参与主体超

2200 家, 包括银行、 保险、 证券、 信托、 基金和非金融机构等各类参与

者。 二是银行间回购利率的市场基准地位不断凸显, 是我国市场化利率

的重要指标。 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形成的利率指标能较好地反映货币市

场资金供需情况, 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 三是银行间债

券回购市场为货币政策调控方式的转变提供基础支持, 成为央行公开市

场操作的重要平台。 面对日益重要的回购市场, 我们在市场体系、 制度

建设和产品种类等方面依然需要更多的努力, 回购主协议作为债券回购

市场重要的基础制度安排, 对中国债券回购市场的顺利运转和快速发展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原有的回购主协议包括 2000 年发布的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

券质押式回购主协议》 和 2004 年发布的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买断

式回购主协议》, 这两份主协议作为债券回购市场初期颁布的基础性法律



文本, 在推动市场规范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金融市

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 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原有

两份主协议由于发布较早, 在核心机制安排、 违约事件的处理和法律适

用等方面难以满足市场参与者投资经营和风险管理的需要。 不断发展的

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需要更安全、 更科学的基础制度支持, 这也是金融

机构业务管理精细化的必然选择。
《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交易主协议 (2013 年版)》 是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 组织市场成员深入研究, 反

复推敲, 在两份主协议的基础上起草而成的一份综合性的主协议文本。
该主协议合理借鉴了国际和国内经验, 较好地体现了 “延续性冶、 “适用

性冶 和 “前瞻性冶 的特点。 主协议既保留了原有主协议文本的优点, 又

立足当前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 充分吸收市场意见, 同时借鉴国际经验,
兼顾考虑市场未来需求, 对于进一步规范债券回购市场行为、 提高债券

市场流动性、 防范市场风险、 促进产品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主协议作为一个法律文本, 相关术语繁多, 为便于市场成员更好地

理解和掌握, 交易商协会组织编写了本书。 本书依循主协议的框架, 力

求以通俗平实的语言全面系统地阐释主协议的框架结构、 基本原则以及

核心机制等相关内容, 以期对相关从业人员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主协议有

所帮助, 同时也欢迎更多对债券回购感兴趣的读者通过这本书深入了解

我国的银行间债券回购市场。
《中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交易主协议 (2013 年版)》 的发布和本书

的出版正逢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 我们相信,
随着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 市场参与者自身的

不断成熟, 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将继续保持快速规范发展的势头, 为我

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编写组
二〇一三年六月摇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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