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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刊物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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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利率市场化后的四大猜想 

【参考信息】 

 猜想 1：短期内银行议价能力不变，资金价格难降。从目前资金供求的情况来

看，短期内银行强大的议价能力不会改变，资金价格很难降低。交通银行首席

经济学家连平亦认为，贷款利率是基本利率，放开管制虽然对整体资金价格有

下压的动力，但决定资金价格的主要因素是供求关系。我国资金面宽松的时候

少，供应稀缺的时候多，贷款利率下降空间极其有限。近期的银行流动性虽然

比 6 月份宽松，但仍然紧张，利率下行的可能性不大。 

  猜想 2：银行客户结构变化，贷款对象转向中小企业。利差最大化一直是银行

所追求的。由于贷款利率管制的放开，大客户议价能力强会要求利率继续往下

浮动，银行可能会将贷款重点转向中小企业。不过，连平认为，这一过程是逐

渐的、缓慢的。因为，中小企业相对来说风险较高，形成不良资产的概率大，

未来会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率上升的压力。 

 猜想 3：利率市场化下一步，放开银行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利率市场化将面

临最后一步——存款利率市场化。但存款利率放开被认为是“惊险的一跳”，存款

利率市场化将从长期存款利率寻求突破。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马

骏认为，下一个利率市场化的具体步骤很有可能是让银行发行大额可转让存单

(简称 CD)。改革的具体操作可以是先放开银行以 CD 向同业融资，此后再放开

向企业和个人发行 CD，这样对银行利差的冲击就会比较小和渐进。 

 猜想 4：银行贷款重要性下降，融资转向债券渠道。随着贷款利率下限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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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开，将令未来优质企业发债成本下降，企业融资转向债券渠道。根据央行的

数据，今年上半年社会融资规模为 10.15 万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为 1.22 万亿

元，同比多增 3965 亿元，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不过，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鲁政委表示，目前企业发债仍受到规模以不超过净资产 40%为上限的限制。未

来应取消这一限制，同时进一步简化企业发债程序。 

【分析点评】 

 在贷款利率放开之后，关于存款利率放开的呼声渐高，考察其他经济体的利率

市场化的进程，下一步放宽存款利率上浮区间与尝试发行大额存款证均是比较

合适的方式。其中发行 CD 作为一种相对缓和的方式，不会对存款基数造成过

大冲击，而且基于其流动性高的特点，还有利于银行改善流动性。对于下阶段

可能作为利率市场化的路径与手段，建议加强关注并积极研究寻找应对方案。 

【参考链接】 

 贷款利率市场化后的四大猜想 

 展望利率市场化棋局的后半局 难度更大风险更大 

 

◆ 【央行否认对水泥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限贷】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央行发文严禁向水泥、炼钢、炼铁、化纤、电解铝和煤炭等近

十个产能过剩行业发放新增贷款，同时禁止上述行业以短融券、中期票据、可转债、新

发企业债等方式融资。央行 7 月 23 日对此否认称，并未就产能过剩行业贷款融资问题

下发内部通知。 

信息精粹 

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bank/yhpl/20130724/033016220842.shtml
http://www.cnstock.com/v_news/sns_jd/2013dkll/dklltt/201307/266876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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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作出两点澄清：一是否认就产能过剩行业贷款融资问题下发内部通知。二是指

出，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产能严重过剩行业盲目扩张的

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的

精神，积极引导和督促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

淘汰一批”的要求，对产能过剩行业区分不同情况实施差别化政策，把化解产能过剩矛

盾作为深化金融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扎实有效推进。 

◆ 【专家认为民营银行短期难影响现有银行体系】 

民资进入金融业被业界视为打破金融垄断、引导民间资本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措施。

这有利于发挥小银行自身经营的灵活性，对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可以起到推动作用。 

不过，广东金融学院院长陆磊认为尽管外界针对民营银行的设立讨论热烈，但不能

寄望过高，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并不意味着银行准入门槛的降低，目前能够满足设立条件，

或者在可预见的两三年内形成规模体系的民营银行并不多。其次，在存量方面，通过民

间资本来置换现有银行体系的国有资本并不现实，因此出现民营银行对现有金融体系存

量影响微乎其微。第三，从增量方面看，民营银行的设立可能有助于民间资本在村镇银

行、城商行、农商行等各类中小金融机构的占比逐步扩大，这种增量性变化需要五到十

年才能逐渐显现，但近期并不会出现大的变化。 

◆ 【7 月前三周四大行存款流失超万亿 新增贷款 2200 亿】 

由于存款负增长势头持续，四大行 7 月信贷投放未延续月初迅猛势头。7 月前三周

四大行新增贷款约 2200 亿，存款负增长超万亿，其中第二第三周四大行贷款投放节奏

明显放缓。 

对于四大行前三周信贷投放节奏，申银万国证券分析师倪军认为，整体而言投放速

度正常。他说，7 月第二第三周信贷投放节奏放缓，主要原因是国企分红和季初缴税叠

http://renwu.hexun.com/figure_44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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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导致存款负增长，贷存比压力加大。而存款第二第三周持续负增长，主要原因则在于

6 月流动性危机导致部分分红延后，分红叠加二季度财政汇算清缴，财政缴款量加大。 

◆ 【国开行首次“混搭”发债遇波折 资金面预期仍谨慎】 

昨日，国开行 1、3 年固息债和 5、7 年 Shibor 浮息债四只债首次同时发行，但固

息债和浮息债“冰火两重天”：1 年期固息债的投标倍数高达 4.21 倍，但浮息债遭遇波折，

遭遇了罕见的重新投标。 

国开行指出，因近期 Shibor 利率变动较大，市场对基准利率存有分歧，成为二度

招标的原因。业内人士也指出，昨日短端固息债仅有 50 亿元，故招标结果较好，但仍

难掩资金面持续紧张的态势。 

◆ 【招商银行：30.74 亿股 A 股配股申请获证监会核准】 

招商银行 7 月 23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司 A 股配股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核准公司向原股东配售 30.74 亿股 A 股新股。这是该行 2011 年 7 月推出的 350 亿元

A+H 再融资计划的一部分，其 H 股部分融资审批目前尚无新消息。按照计划，招行将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内从 A 股市场抽血至少 285 亿元，成为 A 股一年来最大的再融资

项目。招商银行并非年内首家以股权方式实施再融资的银行。兴业银行今年 1 月通过定

向增发累计募集资金 236.71 亿元。其他多家银行今年都有再融资计划，不过多数都集

中通过银行间市场发债形式。 

◆ 【央行公开市场本周延续空窗操作 资金利率回升】 

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例行操作 23 日依旧全面暂停，而自 6 月下旬银行间市场出

现资金骤紧后，央行公开市场已连续四周空窗操作。鉴于本周公开市场无央票，以及正、

逆回购资金到期，如果央行继续“不作为”，则短期内资金面压力将逐渐加大。 

http://finance.qq.com/money/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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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债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 7 月 22 日收盘，银行间回购利率全面上行。其中 3 天、

7 天及 14 天回购利率分别较上一交易日攀升至 3.898%、3.960%和 4.110%的位置。不

仅如此，来自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的最新数据亦显示，23 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

利率隔夜、7 天、14 天及 1 月期品种分别较上日攀升至 3.1355%、3.9590%、4.1100%、

4.9900%的较高水平。 

◆ 【贷款利率管制放开 银行理财品收益率或分化】 

近几年，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发展迅速，截至 2013 年第二季度末，银行理财产品的

存续规模达 9.85 万亿元，成为我国财富管理市场上仅次于信托业的第二大资产管理行

业。随着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深入，银行的息差收入遭遇压缩，盈利空间下降，这令商业

银行需增加对中间业务的投入。 

在此情况下，银行理财产品作为一项真正的中间业务将迎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各家

银行将根据市场定位，发行更多具备特色和多样化的理财产品。不过，由于各家银行定

价的差异化将有所拉大，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或会出现分化。 

◆ 【人民币可兑换：战略机遇期是否已到来】 

香港金融管理局助理总裁何东指出，加快资本项目开放的另一个理由，就是要尽快

解决中国对外投资头寸资产和负债结构极度不平衡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他认为，在主要

发达国家经济逐步复苏、货币政策恢复常态的环境下，应该创造宽松的制度和政策条件

让中国非政府部门资本流出。 

资本账户开放是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下一步人民币国

际化的前提。如何规划资本项目开放的具体步骤，才能既推动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又

能控制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风险，成为我国面临的挑战。 

◆ 【上半年险资弃股存银】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domestic/index.htm
http://finance.qq.com/l/financenews/jinrongshichang/jinro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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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保监会正式公布了保险业上半年的保费情况。今年上半年保险资金运用余额

72829.27 亿元，较年初增长 6.25%，其中在银行存款方面达 23405 亿元，占比 32.14%，

增加了 1435 亿元；股票和基金 7325 亿元，占比 10.06%，减少了 1339 亿元；债券 32352

亿元，占比 44.42%；其他投资 9746 亿元，占比 13.38%。 

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下半年保险资金在股票和基金方面可能不会有大的动作，而随

着银行贷款利率限制的放开，各家银行可能会加大力度吸收存款，保险资金可能还会看

好银行存款。 

http://finance.qq.com/money/insur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