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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需求放缓 “
冷经济” 冰冻货币政策
本报记者 谭志娟 北京报道

第一季度上升了 4.9 个百分点。 与
这一观感对应的是， 二季度贷款总

新高， 较 5 月终值 49.2 回升了 0.4
个百分点。 但 6 月份就业指标大幅

货币政策或进入观望期
当前货币传导不畅，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裕而实体流动性不足，意味着使用总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必
要性下降，而
“
锁短放长”定向宽松政策重新登台，政策思路或从宽松货币转向积极财政。

夏至已过， 然而接近 6 成的

体需求指数为 60.4%， 较上季下降

下滑 1.9 个点，创下 6 年来的新低。

银行家却一致认为当前宏观经济
“偏冷”。

8.4 个百分点贷款需求大幅下降。根
据以往的数据统计， 这一指数水平

“6 月汇丰数据显示我国内外
需均有好转， 但就业指数继续恶

这是央行早前发布的《2015 年
第二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
（以
下简称《调查报告》）中重要的结论

已经低于 2008 年 4 季度。
6 月 23 日， 汇丰银行发布数

化表明经济仍存下行压力， 未来
政策需进一步宽松， 以巩固经济
复苏势头。 ”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
济学家屈宏斌解读称。

之一。 认同经济
“
偏冷”的受访者比

据显示 6 月汇丰 PMI 初值 49.6，
虽然未回到扩张区间，但创 3 个月

官方报告显示贷款需求下降

贷款需求的下降， 让货币政策

行 350 亿元 7 天期逆回购操作，中

超认为，货币宽松转定向，延后但

的走向再次来到了“十字路口”。

标利率 2.7%， 这也是将近两个月以

非缺席。

本轮宽松货币政策体现为降
息、降准轮番推进。 但自 5 月 10 日
降息以来， 继续再次降息降准预期

来，央行首次恢复公开市场操作。 上
一次（4 月 16 日）7 天期逆回购中标
利率 3.35%。

早前有消息称， 本月中旬到期
的 MLF 总规模约 6700 亿元， 至少
部分不续作。 对此，徐高认为，这显

频频落空。

受制实体经济服务乏力的弱需求和资本市场的“抢钱”效应，宽松政策下大量流动性堆积在金
融市场，形成流动性
“
堰塞湖”。

民生证券宏观固收研究员李奇

示央行已注意到向银行间市场注入

“货币政策已开始进入观望

霖认为，此次逆回购重启，中标利率

流动性无助于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

期，货币政策并非转折，观望等待的
成分居多。 ”国金证券宏观经济研究

随行就市降至 2.7%， 表明央行呵护
资金面意图明显。 因此在他看来，货

本。 同时监管层加强对资本市场融
资监管， 将减轻股市对实体经济资

负责人李治平对记者表示。
李治平进一步解释称， 大环境

币政策宽松基调不变， 长端高位不
利于实体顺利去杠杆， 降准仍是可

金的分流压力。
“因 6 月经济下滑趋势未止，等

周期再度下行， 致使国务院层面稳
增长较为迫切， 当前经济运行并未

选的政策选项，因而降准依旧可期。
“短期降准不太可能实现。 ”李

待本轮稳增长如若仍不见效果，政
治局会议决策或能触发降息。 ”李治

结束下行、 距离稳健回升状态相差
更远，7 月公布的 6 月份经济数据
以及半年度政治局经济会议或将仍

治平对记者表示。 自 5 月中下旬起，
他们的日常追踪已经显示， 数量宽
松已达成效， 政策疏导为重， 价格

平表示。
“未来将更多的通过 PSL、地方
政府债务置换扩容、 降低企业债发

（降息）的引导是首选，有助于引导
资金进入实体。

行标准以及放松房地产开发贷款条
件等都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财

《调查报告》显示，贷款总体需

但对于贷款需求下降的原

降至 62.7%，银行业景气指数从一

求指数为 60.4%， 较上季下降 8.4
个百分点。 分行业看，制造业贷款
需求指数和非制造业贷款需求指
数分别为 53.1%和 56.3%， 较上季

因， 多数受访人士仍主要将原因
归结为实体经济下滑， 需求不旺
等原因。
浙江省民营投资企业联合会

季度的 71.7%大幅降至 62.4%，均
为历史新低。 在陈健恒看来，由于
贷款需求大幅下降， 银行不良贷
款大幅回升，信贷投放总体不畅，

分别下降 6.1%和 3.8% ；分规模看，
大、中、小微型企业贷款需求指数

会长、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
德文向《中国经营报》记者介绍，

叠加降息影响， 二季度银行盈利
大幅下降。

分别为 53%、55.7%和 62.1%， 较上

“温州一些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

季分别下降 3.6%、6.1%和 7.6%。

目前还未明显好转， 虽然上半年

对记者称，“年初以来持续降准降

然强调有效稳增长。
如果未来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这主要是因为实体经济下
滑，银行担心出风险，同时企业也

央行出台的降息降准举措有利于
中小企业， 但一些中小企业在银

息并未带动信贷投放显著回升，
新增信贷和社会融资总量延续同

是否出台降息降准举措？ 受访人士
对此尚存争议。

徐高也认为， 由于当前信贷传
导机制不畅， 未来政策将更多注重

政政策将有效发力， 在货币政策传
导机制不畅环境下发挥稳增长功

比较谨慎。 ”一家城商行负责人对
记者分析称。

行贷款方面改善不太明显。 ”
“大部分企业目前处于观望

比收缩态势。 宽松政策下大量流
动性堆积在金融市场， 形成流动

券商分析师称， 在稳增长和流
动性压力加大的背景下， 本周末将

于引导金融体系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刺激社会融资总量增长。

能， 减轻地方政府融资体制改革压
力。 ”徐高称。

贷款总体需求指数降至历史
最低值， 显示贷款需求出现严重

状态。 ”周德文还对记者表示，温
州中小企业贷款需求、 民资对外

性‘堰塞湖’，银行间利率持续低
位波动， 金融体系流动性泛滥与

下滑， 由于需求不足制约企业投
资意愿，贷款需求大幅下降，信用

投资以及企业扩大投资等方面都
显得比较谨慎。

实体经济融资难并存。 ”
为进一步促进金融支持实体

进入降准窗口， 而银行不续作 MLF
（中期借贷便利）更是显著提升了央
行通过降准进行对冲的概率。
6 月 25 日，央行在公开市场进

央 行 最 新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5
月金融机构外汇占款增加 322 亿元
人民币， 为连续第二个月正增长。
对此，海通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姜

“当前货币传导不畅，金融体
系流动性充裕而实体流动性不足，
意味着使用总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必
要性下降，而‘锁短放长’定向宽松

扩张受阻。 ”中金公司固定收益研
究员陈健恒表示。

银行和企业的各自考量在短
期贷款的波动上体现得很明显：

经济发展，近期政策利好不断。 6
月 2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厦门一家运动服饰制造企业
副董事长表示，几次降息之后，银
行并非对于所有企业都下调贷款
利率， 只有资质好的企业可能拿
到优惠。
“例如，我们公司签下了一家

央行的数据显示， 企业当下融资
需求的短期贷款在近半年来的三
次降息期间占比先降后升，并于今
年 4 月大幅滑落。 其中，企业短期
贷款占比在去年降息前的 9 月至
11 月约为 42%； 首次降息后下滑

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
行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 草案借鉴国际经验，删除了
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比例不得超
过 75%的规定， 将存贷比由法定
监管指标转为流动性监测指标。

意大利户外品牌的代理权， 打算
扩大终端渠道， 向银行要求贷款
就很容易。 ”上述企业副董事长表
示，“但我们更多考虑通过在境外
的融资平台来做融资， 成本比国

至 28%，去年 12 月收缩近为零，今
年一季度回升至 58.8%。 但该数据
4 月又下滑至 14%。
贷款需求下降传导到银行经
营。 央行调查报告显示，二季度银

在受访专家看来， 本次删除
存贷比，作为传统引擎改革内容，
具有释放稳增长、 促改革信号意
味。 同时，这也有利于完善金融传
导机制， 增强金融机构扩大“三

内贷款至少便宜 30%以上。 ”

行盈利指数从一季度 71.3%大幅

农”、小微企业等贷款的能力。

居民与企业中长期贷款均出现减缓

十亿元，3 月移动平均

400
企业新增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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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使用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这些即将出台和已经出台的
宽松政策将会在 3 季度内有效的拉
动投资， 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内的投资。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
经济学家屈宏斌看来， 目前中国的

居民新增人民币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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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重新登台， 从近期国务院常务
会议内容观察， 政策思路或从宽松
货币转向积极财政。 ”姜超表示。
国务院近日印发 《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方案》，对推进财政资金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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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货币传导机制仍然是有效的。
但是稳增长、 抗通缩旧需要更有力
度的货币、财政政策宽松来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