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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旗下媒体：临时流动性便利"释放三大信号  
【参考信息】 

 1月 20日，央行通过“临时流动性便利”操作为在现金投放中占比高的几家大型商

业银行提供了临时流动性支持，操作期限 28 天，资金成本与同期限公开市场操作利

率大致相同。这一操作可通过市场机制更有效地实现流动性的传导。 

 中国央行旗下媒体金融时报 23日发表文章指出，首先，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央行

创设“临时流动性便利”，释放出精准调控、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的信号：每年春

节前，受多个因素影响，流动性往往会出现暂时性紧张。分析认为，春节取现、企

业缴税、外汇占款流出、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 4个因素同期叠加，会导致银行出现

较大流动性缺口。 

 从近期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看，央行维护市场流动性稳定的意图明显。上周，央行加

大了公开市场资金投放力度，公开市场累计净投放约 11300亿元，单周净投放创今

年新高，其中，上周三 4100 亿元的净投放量更是创下单日净投放新高。而再前一周，

公开市场操作累计净投放 1000亿元。尽管央行公开市场操作接连“大手笔”投放流

动性，但节前资金依然略显紧张，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一度连续数

天上涨。 

 在此背景下，央行进行“临时流动性便利”操作，延续此前“节前投放、节后回笼”

的调控思路，意在通过市场机制有效实现流动性传导，促进银行体系流动性和货币

市场平稳运行。这是央行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临时流动性便利工具投放流动性，预计

投放规模可能在几千亿元级别，算是为目前流动性环境量身定做的工具。 

 其次，“临时流动性便利”操作释放出的信号是：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进一步

加强预期引导，此次操作与 28天公开市场操作相似，央行基调仍为中性，不具备全

面降准条件，无意注入过多流动性，因而创设“临时流动性便利”，避免大额净投

放释放强烈宽松信号。 

 随着外汇占款的持续下降，坊间不乏关于“降准”时点的猜测。但是，在去杠杆、

防范资产泡沫、防控金融风险等任务更加紧迫的情况下，降准等宽松信号意义偏强

专题分析 



 

 3 

的工具，显然受到较多约束。央行在《2016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

曾表示，若频繁降准，会大量投放流动性，促使市场利率下行，加上其信号意义较

强，容易强化对政策放松的预期，导致本币贬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下降。 

 从这个角度看，央行本次进行“临时流动性便利”操作，为在现金投放中占比高的

几家大型商业银行提供临时流动性支持，并将操作期限设定为 28天，在维护市场流

动性基本稳定的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市场主体对未来流动性情况形成明确预期。有

分析认为，在经济防失速、通胀防风险、金融去杠杆、资产去泡沫和资金保平稳等

多重目标下，央行适时引入新工具，目的在于平衡短期与长期、经济与金融目标。

该分析称，此次操作与 28天公开市场操作相似，央行基调仍为中性，不具备全面降

准条件，无意注入过多流动性，因而创设“临时流动性便利”，避免大额净投放释

放强烈宽松信号。 

 再次，“临时流动性便利”操作也释放出央行继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进一

步丰富并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的信号，本次创设的“临时流动性便利”，无疑又

将成为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一件“利器”，或将在未来继续担当重任：央行在

每年春节前向市场投放流动性本已是常规操作，本次“临时流动性便利”工具的使

用之所以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就在于其独特的创新性。市场视之为一道不同寻常、

颇具创新意义的“菜品”，甚至有市场人士冠之以“特辣粉”、“甜辣粉”的称号。

由此可以看出，央行在完善宏观调控、丰富货币政策工具方面愈加精进。 

 从此前创设常备借贷便利（S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到创设中期借贷

便利（MLF）、抵押补充贷款（PSL）；从定向降准，到设立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类

别，试点并推广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在过去几年时间里，央行的每一项货币政策

工具的创新与完善都受到广泛关注，与之相伴的，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控能力和效

果的不断增强。本次创设的“临时流动性便利”，无疑又将成为央行货币政策工具

箱中的一件“利器”，或将在未来继续担当重任。 

 实际上，周末多家分析师也指出，央行此举意味着维护流动性稳定，同时也表明货

币政策方向并没有转向宽松。华创证券屈庆指出，央行此举意味着，春节前市场上

的流动性缺口比想象中要严重。同时，央行此次低调投放资金，也表明政策方向并

没有转向宽松。 

【分析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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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0日，央行通过“临时流动性便利”操作为在现金投放中占比高的几家大型商

业银行提供了临时流动性支持，中国央行旗下媒体金融时报 23日发表文章表示，“临

时流动性便利”释放出三大信号：第一，央行精准调控、保持流动性基本稳定；第

二，货币政策将保持稳健中性、央行要进一步加强预期引导；第三，央行要继续创

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进一步丰富并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工具。 

【参考链接】 

 央行旗下媒体："临时流动性便利"释放三大信号 

 

◆【2016 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上行】 

中国人民银行 1月 22日公布的《2016年金融市场运行情况》显示，2016年，我国

债券市场发行规模增长，交易量继续增加，债券收益率曲线整体上移，市场投资者结构

进一步多元化；货币市场利率中枢有所上行，交易量同比增长；互换利率振荡上行；股

指先下后上，整体下跌，成交量同比下降。 

具体来看，债券市场发行各类债券规模达 36.1万亿元，较上年增长 54.2%，增速较

上年降低 42.4个百分点。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32.2万亿元，同比增长 53.8%。 

银行间市场方面，2016 年，银行间市场信用拆借、回购交易成交总量 697.2万亿元，

同比增长 33.6%。其中，同业拆借累计成交 9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4%；质押式回购

累计成交 568.3万亿元，同比增长 31.4%；买断式回购累计成交 33万亿元，同比增长

30.3%。 

货币市场方面，2016 年前三季度，货币市场利率窄幅振荡，2016年 10月下旬开始，

货币市场利率加快上行。2016年 12月份，银行间货币市场质押式回购月加权平均利率

为 2.56%，较上年同期上升 61个基点。 

值得关注的是，2016 年，我国金融市场投资者群体进一步丰富，投资者结构更加多

元化。截至 2016年末，银行间市场各类参与主体共计 14127家，较上年末增加 4491家。

其中，境内法人类参与机构 2329家，较上年增加 235家；境内非法人类机构投资者 11391

家，较上年增加 4151家；境外机构投资者 407 家，较上年增加 105家。 

信息精粹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122/15161895_0.shtml
http://gold.cnfol.com/caijingyaowen/20161227/2405805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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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6年，银行间人民币利率衍生品市场累计成交 9.9万亿元，同比增长 13.1%。

互换利率振荡上行，下半年升幅较大。2016年末，1年期 FR007互换利率为 3.35%，5

年期 FR007互换利率为 3.81%，分别较上年末上升 103个和 123个基点。 

◆【1 月全国首套房平均贷款利率 4.46% 环比上升 0.01%】 

融 360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从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走势来看，今年 1月

全国首套房平均贷款利率为 4.46%，环比上升 0.01%，同比下降 0.1%。在融 360 监测的

35个城市的首套房平均利率中，最低的为天津（4.14%），最高的为乌鲁木齐（4.90%）。 

融 360 监测的数据显示，去年 1 月，约 71.89%的银行在首套房贷款利率上有折扣，

此后优惠利率占比连续数月增长。到今年 1月时，约有 81.24%的银行提供首套房贷款优

惠利率。 

从首套房贷款利率的优惠力度来看，融 360 监测的 35个城市 533 家银行中，1月提

供 9 折以下优惠利率的银行有 128 家，比去年 12 月减少 23 家，占比为 24.02%。在这

128家银行中，有 119 家提供 8.5折优惠利率，5家银行提供 8.2折优惠利率，2家银行

提供 8.7 折优惠利率，1 家银行提供 8.3 折优惠利率，1 家银行提供 8.8 折优惠利率。

此外，另有 243家银行提供 9折优惠利率。 

1月房贷利率优惠力度最大的是天津。在天津 16家提供房贷业务的银行中，2家提

供 8.2折优惠利率，1 家提供 8.3折优惠利率，13家提供 8.5折优惠利率，致使天津的

首套房平均贷款利率低至 4.14%。 

融 360分析师王梦升认为，不同城市的房贷优惠力度不同，这与各个城市的房价高

低有关。1 月，全国首套房平均贷款利率最低的十大城市分别为：天津（4.14%）、佛山

（4.17%）、珠海（4.20%）、重庆（4.20%）、青岛（4.21%）、广州（4.22%）、成都（4.25%）、

宁波（4.30%）、杭州（4.38%）、无锡（4.38%）。 

此外，全国二套房平均房贷利率为 5.40%，同比上升 0.01%。融 360 监测的 35个城

市 533 家银行中，除 9 家停贷的银行外，共有 514 家银行执行基准利率上浮 10%，和去

年 12月持平，是当前二套房贷款的绝对主流利率。 

值得注意的是，执行基准利率的银行有 2家，是大连的浦发银行和郑州的招商银行，

为目前最低的二套房房贷利率。王梦升分析认为，当前二套房贷款利率走势较为平稳，

未来，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政策刺激，二套房贷款利率将会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上浮 10%的

主流利率。 

http://finance.ifeng.com/a/20170122/15161895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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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房贷利率走势变化，王梦升分析表示，房贷收紧是主流趋势，各地因城施

策，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上调房贷利率。 

◆【央行:企业跨境融资的杠杆率由 1倍提高到 2倍】 

央行近日下发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将此前已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进一

步升级。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企业跨境融资的杠杆率由 1倍提高到 2倍。 

2016 年 1 月 22 日，央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

管理试点的通知》，自当年 1 月 25 日起，面向 27 家金融机构和注册在上海、天津、广

州、福建四个自贸区的企业扩大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 

在此之前，本币、外币跨境融资分别管理、模式不同，这给企业造成了额外的适应

成本。而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对本外币跨境融资实行一体化管理。在这一模式

下，企业跨境融资不再需要逐笔审批和核准额度，而是在与其资本或净资产挂钩的跨境

融资上限内，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 

距试点启动仅不到 4个月，央行就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

宏观审慎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 132号文），决定将该试点扩大至全国范围内的金融机

构和企业。这一模式的核心是，通过公式来设定本外币跨境融资额度，央行还能通过对

参数的调节来进行逆周期的宏观调控。 

具体来看，企业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为净资产、跨境融资杠杆率与宏观审

慎调节参数之积，银行为一级资本、跨境融资杠杆率与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之积，非银行

金融机构为资本（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跨境融资杠杆率与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之

积。企业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为 1，银行类金融机构的杠杆率为 0.8。 

而央行此次下发的《通知》将企业跨境融资的杠杆率由原先的 1 调整为 2。这意味

着在假如净资产不变，企业可以借更多的外债。同时，《通知》延续了 132 号文的精神，

通过风险转换因子的设定，鼓励企业借用人民币融资和中长期融资。 

与 132 号文相比，《通知》还进一步明确了因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产生的本

外币被动负债、QFII和 RQFII存放在金融机构的托管资金和存放在金融机构托管账户的

熊猫债募集资金等不占跨境融资额度余额。这意味着对于银行来说，跨境融资的额度更

加充足，空间更大。 

132号文规定，央行和外管局实行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自 2016年 5月 3

http://money.163.com/17/0123/10/CBF7TJ3K002580S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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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全国正式实施后，设置一年的过渡期。此次《通知》明确，自 2017 年 5 月 4 日起

统一按《通知》规定的模式管理。而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则继续设置一

年的过渡期，可在现行跨境融资管理模式和《通知》的模式下二选一。 

◆【银行贺岁理财营销启幕 中小银行"春节行情"明显】 

春节来临前夕，商业银行发行一批春节特供理财产品已成为多年惯例。相比此前 4%

的收益水平，在节日效应下，4.5%之上的预期收益率开始出现，而这种“春节行情”更

多是出现在中小银行中。 

在许多中小银行近期发售的产品中，“春节专属理财”的字眼常见于产品说明中。

浦发银行厦门分行推出的一款鸡年贺岁个人专项理财产品，期限 184天，预期年化收益

率达 4.6%；青岛银行推出的一款春节期间的专属理财产品，35 天期限的产品年化收益

率达到 4.65%。 

从整体收益情况来看，这一轮“春节行情”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翘尾效应。普

益标准的监测数据显示，1月 14日至 19日，183家银行共发行了 1035款银行理财产品，

其中，封闭式预期收益型人民币产品平均收益率为 4.12%，较上周上升了 0.07个百分点。 

“春节行情”的出现，一方面与整体资金面情况相关，另一方面也源于银行应对流

动性备付的需要。推出“春节特供”产品首先是迎合节日气氛，也是银行业提升服务的

表现形式之一。当然，最终还是基于银行自身的资金考虑。从往年惯例来看，春节前取

现的需求会增多，一般取现的压力会从节前两周左右开始显现。而银行为了应对流动性

备付，会加大主动营销，因而理财产品收益率一般会高于全年非特殊时点。 

与此同时，从近期资金面情况来看，资金面情绪整体趋紧的态势也推升了理财收益。

1月 19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再度全线上涨，已连续普涨 5日。多位银行业内人

士表示，今年春节前流动性面临取现、缴税、缴准、MLF 集中到期等多重压力，短期流

动性波动加大，资金偏紧状态或持续数日，节前一周有可能是春节前资金面最紧张的时

段。 

业内普遍预计，春节效应过后，今年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并不乐观。业内专家认为，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2017 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受政策和

市场环境影响，预计银行理财资金仍将主要投向债券和货币市场，短期内银行理财产品

收益率仍维持在低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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