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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贷比将成历史 

信贷松绑银行通道业务价值下降 
【参考信息】 

 6 月 24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正案（草案）》

（以下简称“草案”）。草案删除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 75%的规

定，并将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标。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

删除“存贷比不超过 75%”这一规定有利于完善金融传导机制，增强金融机构扩

大“三农”、小微企业等贷款的能力。 

 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实施的存贷比本意是为抑制信贷的盲目扩张，保持银行的

流动性水平。坊间关于取消存贷比考核的讨论自去年第四季度就已经开始。去

年1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增加存贷比指标弹性，

改进商业银行绩效考核机制。 

 恒丰银行分析认为，删除了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过 75%的规定，这宣

告“存贷比”作为银行信贷投放额度的监管工具成为历史，将直接增强银行业

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能力，进而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面临多种困境，利润增速大幅下滑、不良贷款持续攀升，

除此，商业银行还面临存款增速放缓、资金成本增加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业

界对于取消存贷比考核的呼声越来越高。民生证券分析师李奇霖评论认为，存

贷比考核首先不符合利率市场化下银行负债资产多元化的发展要求；其次不符

合外汇占款派生存款能力下降的历史背景；最后，还催生高成本表外融资业务

和月末高息揽存款，不符合降低融资成本的要求。 

 银监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末，商业银行存贷比为 65.67%，较上季度末上升

0.58 个百分点。分析人士表示，虽然商业银行总体 65.67%的存贷比，距离 75%

仍有一定距离，但部分银行的存贷比已经突破 70%并靠近监管红线，实际放贷能

力已经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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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利率市场化接近尾声，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居民资产配置渠道逐渐多

元化，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存贷比考核制造了非标等影子银行业务，放

大了金融风险，抬高了全社会融资成本。而取消存贷比这一监管指标，在一定

程度上将降低商业银行为绕开管制而发展通道业务的动力。李奇霖分析认为，

在地方预算软约束和房地产上升周期下，由于表内贷款行业约束、存贷比约束，

在融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银行的利润考核压力借道表外为上述主体融

资，信托、券商资管和基金子公司成为表外融资通道。存贷比监管弱化，通道

业务存在价值下降，上述机构将从通道向资管业务转型，实体融资成本也因此

有边际上的改善。 

【分析点评】 

 存在已久的存贷比限制将成历史，本意为抑制商业银行信贷盲目扩张、控制信

贷风险的监管指标在表外业务大肆开展、互联网金融迅速扩张、实体经济不振

的大环境下显得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存贷比限制的取消，在一定程

度上会释放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能力，促使部分表外业务的回归，适当的降低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参考链接】 

 存贷比将成历史：信贷松绑银行通道业务价值下降 

 
◆【百家银行披露今年 NCD 发行计划 发行额累计 3.27 万亿】 

6 月 24 日，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其 2015 年度同业存单（NCD）发行计划。至

此，该行成为第 100 家披露 2015 年 NCD 发行计划的银行，百家银行 NCD 计划发行额累

计达到 3.27 万亿元，远超去年全年水平。 

相关文件显示，温州银行 2015 年经批准的同业存单发行额度为 50 亿元，该行将自

行确定每期同业存单的发行品种、金额及期限；经联合资信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

等级为 AA。 

从 2013 年 12 月份启动试点以来，银行同业存单发行主体和市场规模经历了越跨式

扩容。据 WIND 统计，2013 年共有十家银行参与试点，累计发行额 340 亿元；2014 年，

共有 92 家银行类金融机构披露发行计划，计划发行额总计达到 1.4852 万亿元，当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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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发行了 8985.60 亿元/998 只 NCD；2015 年以来，已有 100 家银行披露了合计 3.27 万

亿元的 NCD 发行计划，截至 6月 24 日的实际发行总量已达 1.5869 万亿元/2131 只。 

市场人士指出，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发行同业存单已经成为银行优化

负债结构、拓宽负债来源的重要渠道，2015 年同业存单发行总规模在去年基础上翻番几

无悬念。 

  ◆【多家银行布局一带一路 中信拟投 7000 亿】 

“一带一路”、京津冀等国家发展战略正成为各大商业银行的“必争之地”，包括

中行、工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已积极布局相关战略。中信银行 24

日宣布联合中信集团下属公司，计划投融资 7000 亿元人民币，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其中，中信银行提供超过 4000 亿元融资支持，并设立“一带一路”基金，首期基金规

模将达 200 亿元。 

中信银行提供的超过4000亿元人民币融资，涵盖了辖内24家分行的超过200个“一

带一路”的重点项目。据悉，目前已有 16 家分行的 27 个项目确定为首批推进重点项目，

拟融资总额 900 多亿元。其中“丝绸之路经济带”重点项目 17 个，融资金额近 400 亿

元；“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项目 10 个，融资金额超过 500 亿元。 

据悉，中信银行“一带一路”基金将按照母基金方式运作，通过 PPP、走出去、并

购重组、产业投资等四类子基金，专项投资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生态环保、

新能源、现代农业、文化教育等相关领域，力争 5年内基金规模达到 1000 亿元，撬动

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达到 5000 亿元，为区域内重点项目拉动 1万亿元融资。 

◆【四大行业“营改增”方案将公布 涉及年税 1.6 万亿】 

据悉，建筑业、房地产业、生活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四大行业营业税改增值税（以

下简称“营改增”）总方案即将公布，这将直接影响四大行业 800 余万户企业，涉及年

营业税税额 1.6 万亿元。普华永道中国中区流转税业务主管合伙人李军表示，估计 6月

下旬财政部和国税总局把四大行业的“营改增”草案上报国务院。若进展顺利，预计这

个草案最快可能在未来两周内出台。 

据悉，四大行业“营改增”首先会出台一个框架性文件，随后（1个月内）各个行

业营改增的细则会公布，最终四大行业正式施行。李军表示，“营改增”推行的时间很

紧张，估计四大行业‘营改增’会在第四季度正式施行，最早是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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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行业的增值税税率基本的倾向性意见已经形成。针对一般纳税人，建筑业和房

地产业的增值税税率为 11%，生活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则为 6%。目前，建筑业实行 3%

的营业税税率，房地产业、生活性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实行 5%的营业税税率。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曾估算，若“营改增”覆盖至所有行业且税

率调整完善后，将有 9000 亿元到 1万亿元的减税空间。 

◆【中国人民银行：前 5 月发行债券同比增加近四成】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5月份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1月至 5月份，债券

市场累计发行债券 6.2 万亿元，同比增加 37.8%。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 6.0

万亿元，同比增长 34.2%。 

数据显示，5月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 1.6 万亿元，同比增加 39.6%，环比

增加 1.9%。其中，国债发行 1985.0 亿元，地方政府债发行 1341.0 亿元，金融债券发行

3612.5 亿元，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 5566.1 亿元，信贷资产支持证券发行 38.1 亿元，同

业存单发行3224.2亿元。银行间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1.5万亿元，同比增长35.1%，

环比减少 0.9%。 

截至 5月末，债券市场总托管余额为 38.1 万亿元。银行间债券市场托管余额为 35.3

万亿元，占债券市场总托管余额的 92.7%。 

◆【发改委放开城投债借新还旧 比例不得超 40%】 

近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对 5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充分发挥企业债券融资功能支

持重点项目建设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5]1327 号）的补充说

明，以做好优质企业发债用于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融资工作。不受发债数量指标限制的

企业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国家发改委补充说明指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的发债主体，

以自身合法拥有的资产进行抵押或由担保公司提供第三方担保的债券，或项目自身收益

确定且回报期较短的债券，亦不受发债企业数量指标的限制。 

而根据此前 1327 号文规定，对于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 级、或由资信状况良好的担

保公司（主体评级在 AA+及以上）提供第三方担保、或使用有效资产进行抵质押担保使

债项级别达到 AA+及以上的债券，募集资金用于七大类重大投资工程包、六大领域消费

工程项目融资，不受发债企业数量指标的限制；发行战略性新兴产业、养老产业、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城市停车场建设、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建设、电网改造等重点领域专

项债券，不受发债企业数量指标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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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说明还显示，鼓励以省级（含计划单列市）投融资公司作为主体发行重点领域

项目集合债券，以直投或转贷合作单位等形式支持同类型项目的批量建设。 

补充说明还明确，主体信用等级不低于 AA，且债项级别不低于 AA+的债券，允许企

业使用不超过 40%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营运资金。 

根据补充说明，允许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发行债券，专项用于偿还为在建项目举债

且已进入偿付本金阶段的原企业债券及其他高成本融资；符合国发（2014）43 号文件精

神，在建募投项目有具有稳定收益，或以资产质押、第三方担保等作为增信措施；企业

主体长期信用评级和债项评级不低于原有评级；新发行债券规模不超过被置换债券的本

息余额。 

国家发改委还指出，按照国发（2015）42 号文件已经实现市场化运营的城投公司开

展规范的 PPP 项目发债融资，不受发债企业数量指标的限制，建立 PPP 项目发债绿色审

核通道，社会资本方在PPP项目招投标时，可将发行企业债纳入项目融资方案一并考虑，

并同时向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报送企业债券申请材料，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提前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