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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基础利率公布助推中国利率市场化提速 

【参考信息】 

 中国央行近日宣布正式运行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此举不仅有利

于提高银行业的贷款定价能力，也有利于央行培育和完善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

进一步助推利率市场化的提速。 

 据悉，上述机制的运作方式表现为：国内九大商业银行先自主报出对其最优质

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指定发布人在剔除最高、最低各 1 家报价后，得到有效

报价，再根据各行各项贷款余额占所有有效报价行上季度末人民币各项贷款总

余额的比重为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最后得出贷款基础利率报价平均利率。 

 券商民族证券研究报告认为，在这一机制作用下，央行在不能行政调控贷款基

准利率的情况下，对于贷款利率的调控只有更多通过市场化手段来实现了。这

亦要求中国央行构建目前以银行间市场 SHIBOR 利率(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

率)为基准的市场化利率调控体系，即当央行通过货币市场操作引导 SHIBOR 利

率变化时，银行也能够将这种变化及时传导至贷款基础利率，从而最终影响实

体经济的利率。 

 报告进一步指出，该传导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在于实现“央行政策利率—

SHIBOR 利率—最优贷款利率”之间的有效联动。目前，它们之间的联动却受到

以下因素的制约: 

 第一，SHIBOR 运行过程中目前还存在以下缺陷，如虽然 3 个月以内的 SHI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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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拆借成交量大，可以作为基准利率，但 3 个月以上期限的交易较少，也就

难以作为中长期利率的基准利率。而在 SHIBOR 中长期利率形成不够完善的情

况下，它对于一年期贷款定价的指导意义也就比较小；再如目前 SHIBOR 还受

外部存贷比考核、内部存款规模考核、节假日等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容易在

季末、月末及重大节日期间出现异常波动。 

 第二，目前还很少有银行发放基于 SHIBOR 利率定价的贷款。原因在于：大多

数银行以固定的存款利率来筹资，它们的筹资成本也就与银行存款利率更相关，

自然也就没有动力将与筹资成本弱相关，且会经常变动的 SHIBOR 作为贷款的

基准。 

 报告表示，也正是基于此考虑，央行表态在贷款基础利率集中报价和发布机制

正式运行后，仍将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公布贷款基准利率，贷款基础利率的培育

和完善提供过渡期。 

 但同时强调，在上述过渡期内，央行亦应推进各项利率市场化举措，如大力发

展以 SHIBOR 为定价基准的替代性金融产品，如同业存单、大额存单、理财等，

以完善 SHIBOR 的中长期利率收益曲线，优化 SHIBOR 作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

的形成机制；逐步加大逐步扩大负债产品市场化定价范围，如允许银行发行大

额可转让存单等。 

【分析点评】 

 此次贷款基础利率（LPR）的推出是利率市场化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其将取

代人行基准利率而成为整个信贷市场的基础利率，起到有效引导银行合理进行

贷款定价、保证贷款利率下限完全放开后信贷市场平稳运行的作用；同时 LPR

也为银行构建自身的贷款定价机制提供了基础，有利于增强银行自主定价能力，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http://finance.qq.com/money/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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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下一步进一步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提供了良好条件。 

【参考链接】 

 贷款基础利率公布助推中国利率市场化提速 

 

◆ 【7 天逆回购意外重启 资金恐慌情绪有望缓解】 

中证网讯,逆回购去也意外，来也意外。据市场人士透露，央行周二上午开展了 13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这有望缓解短期市场上对于货币政策趋向收紧的担忧，资金利

率或将阶段性见顶。 

从本月 17 日央行意外暂停 14 天逆回购操作开始，市场上对于央行货币政策或的讨

论日渐增多。上周，7 天和 14 天逆回购继续暂停，强化了逆回购阶段性退出的市场预

期。结合 9 月份货币、物价和外汇占款数据，机构观点多认为，央行政策将进入小周期

的收紧阶段。本周一，央行公告其对周二到期的 60 亿元 3 年期央票进行了续作，操作

量为 59 亿元。如此大比例的续作长期限央票，也被认为是央行态度转变的信号。不过，

随着 7 天逆回购的重启，市场预期可能需要适当的修正。 

尽管此次重启发生在货币流动性因为企业缴税和银行月末考核等因素而愈发吃紧

之际，跨月后能否继续维持也存在很大的疑问，但是央行动用公开市场工具无非是想向

市场表明一个态度，即央行不会放任流动性出现剧烈波动。正如之前暂停逆回购一样，

央行不愿意看到流动性走向过度宽松，刺激信贷和物价超预期增长，同样也不愿意看到

流动性过于紧张，破坏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未来央行流动性操作仍将在保持流动性总量适度框架下相机抉择，并不以单纯的收

紧或放松为方向。外汇资金流入增多和财政存款投放加大，的确使得继续开展逆回购交

信息精粹 

http://finance.qq.com/a/20131028/0183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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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必要性降低，甚至需要重启正回购对外汇占款进行一定的冲销，但一旦流动性紧张

程度超出容忍边界，央行仍将适时出手，比如年末时点。因此，无需过度担忧四季度流

动性状。 

◆ 【中国银行业总资产突破 143 万亿元】 

中国银监会 28 日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9 月底，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达

143.92 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较上月大增 2.24 万亿元，同比增 13.9%，总负债 134.21

万亿元，同比增 13.6%。 

由于季度考核的原因，9 月底的数据一般会比较抢眼；另外，9 月份外汇占款的增

加，亦导致央行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增多，在相当程度上促进银行业总资产的增加。根据

央行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9 月末，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 275179.54 亿元，较

8 月份增加 1263.62 亿元；该增额比 8 月的数据大幅增加约 990 亿元，创下今年 5 月以

来新高。 

中国银监会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就不同类型银行而言，截至 9 月底，大型商业

银行的总资产为 62.01 万亿元，同比增加 8.6%，资产占整个银行业的比重为 43.1%，

占比有所上升；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则为 26.02 万亿元，同比增加 18.6%，占比为

18.1%；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为 13.96 万亿元，同比增加 22%，占比为 9.7%；其他

类金融机构的总资产为 41.93 万亿元，同比增加 16.8%，占比为 29.1%。 

◆ 【三季度银行理财发行量再破万款 40 款结构性产品未达标】 

银率网数据库统计，第三季度各商业银行共发行理财产品 10286 款，发行量环比下

降 0.6%，但较上年同期增长 29.9%。其中，人民币理财产品共 9968 款，占比为 96.9%，

环比上升 0.3%，同比增长 36.4%；外币理财产品发行 318 款，环比降 22.1%，同比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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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达48%。主要外币理财产品中，美元产品发行153款，环比下降14%，同比下降25.4%；

澳元产品发行 68 款，环比下降 21.8%，同比下降 52.45%。 

今年三季度共有 10253 款理财产品到期，有 76%的产品披露了到期收益数据，其

中仅 40 款产品未达到最高预期收益率，达标率为 99.5%。 

◆ 【上海自贸区金改有望扩大存款利率上限】 

10 月 29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好“满月”。有关人士透露，尚未公布

的金融改革方案细则或将涉及多项重磅内容，如扩大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允许区内机

构自由进入沪上证券和期货交易所进行投资交易等。 

上海自贸区 9 月 29 日正式挂牌，到今日运行已满一个月。上海市市长杨雄评价称，

这一个月总体运行顺利，同时他还透露区内四方面金融改革措施也会审时度势逐步推出。

杨雄所指的四方面金融改革措施，即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跨境使用、金融利率市场化

以及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在建立与自贸区相适应的利率市场化体系方面，上海自贸区有望在区内进一步扩大

人民币存款利率上限；允许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调；允许有条件的金融机构发行与区域

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定规模的市场化定价人民币大额可转让存单。 

◆ 【百度理财上线首日登录异常 金融争夺战越发激烈】 

一度号称目标年化收益率达 8%，百度卖基金从一开始就赚足了眼球。昨天(10 月

28 日)，百度金融中心理财平台上，第一款合作产品、华夏基金提供的现金增利货币基

金亮相。跃跃欲试的投资者还没来得及购买，百度系统随即出现一系列问题，包括无法

登录、无法点击购买等。产品开售不到半个小时，百度方面发微博称，由于页面访问瞬

间并发数巨大，导致部分地区用户登录受到影响。直至下午 13 时，百度金融中心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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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才陆续恢复正常登录。百度官方数据显示，截至昨日下午 14 点 50 分，百度理财销

售已超过 10 亿元，参与购买用户超过 12 万户，目前首批创始会员额度已满。 

围绕 BAT 的金融争夺战越发激烈。易观智库分析师李子川表示，“搜索+金融”是百度

打造综合入口的重要一部分，除了卡位外，将实现平台交易价值的提升以及搜索流量变

现，这可能改变百度以往以广告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阿里的互联网金融版图中，目前

已经有支付公司、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以及腾讯掌门马化腾、中国平安掌门马明哲和阿

里掌门马云“三马”联手设立的众安在线财产保险公司，目前又增加了资产管理公司天弘

基金。至于腾讯，在微信 5.0 全面上线引入支付功能之后，已有华夏、南方等一批基金

公司抢在第一时间推出了微信服务账号。 

◆ 【民生银行试水电商路径浮出水面 打通零售和小微】 

民生银行试水电商的路径逐渐浮出水面。一端是银行的个人客户对便民生活服务的

需求；一端是 190 万小微商户开拓市场的需求。民生银行深圳分行借助时下最火的社交

工具即微信服务平台轻松打通了两端需求。 

借助微信的实时交互和位置功能，线上销售与线下实体店联动的离线商务模式

（O2O）初具规模。按照民生银行未来的发展规划，其金融便利店将遍布于生活小区，

将与微信平台合作的小微商户一起构成一张线下辅助提供金融和生活服务的巨大网络。

便民服务平台的定位也使得公众号为“民生银行深圳分行”的微信平台成为当前占主流的

功能型微信银行和营销型微信银行里面的一个另类。 

这个平台可以让个人客户取得日常生活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小微企业客户

打开网上销售的渠道，但与银行相关的内容却很少，甚至连交易过程中唯一跟银行相关

的支付服务也不限定由民生银行提供，而是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合作。平台搭建后，交易

双方在交易过程中、日常生活或经营过程中对配套金融服务的需求将逐渐显现。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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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平台越做越大、交易越来越活跃，平台积累的大数据将成为平台最核心的价值，

也是目前银行涉足电商领域最大的动力所在。 

◆ 【上海自贸区挂牌满月：13 家入驻银行静候分账新政】 

10 月 29 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一个月。这个意义不亚于在深

圳设立特区的自贸区，其运行一个月以来，引起高度关注。 

“自贸区挂牌近一个月，共接待企业、个人咨询和办理近三万人次。”这是上海市长杨

雄在10月27日的第二十五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数字。

另据了解，目前已有 8 家中资银行、5 家外资银行进驻上海自贸区，4 家期货公司在自

贸区设立相关的风险管理子公司。此外，作为保障，国庆假期开始之前，有关上海自贸

区的政策就已密集出台。 

不过，自贸区内各类企业热盼细则出台，有银行人士称，目前分账核算系统尚未获

批，仍需等待，自贸区内银行暂时无法开展自贸区新业务。 

◆ 【光大银行前三季净赚 217 亿增 14%】 

今日，光大银行和宁波银行同时发布今年三季报。其中，光大银行前三季度净赚

217 亿元，同比增长约 14%；宁波银行前三季净赚 39.44 亿元，增长 18%。 

三季报显示，光大银行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87.68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10%。

据介绍，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加深和市场流动性成本上升导致利息收益率收窄。前三季

度光大银行共实现利息净收入 385.38 亿元，较上年同期略增 1.6%。然而，光大银行不

良贷款有所上升，9 月末不良贷款总额达 93.64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7.51 亿元；不良

贷款率为 0.82%，比上年末上升 0.08 个百分点。9 月末，不良贷款拨备覆盖率为 254.73%，

比上年末下降 84.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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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前三季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1.37 元，同比提高 0.21 元。截至三季末，宁波

银行各项存款为 2506.62 亿元，比年初增加 430.84 亿元，增幅 20.76%；各项贷款为

1640.64 亿元，比年初增加 184.46 亿元，增长 12.67%。三季报显示，宁波银行 9 月末

资本充足率为 12.52%，核心资本充足率及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均为 9.61%；不良贷款

率保持在 0.84%的较低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