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数据点评

2022 年 3 月 12 日
金融数据不及预期 降息可能性增加
核心观点及内容摘要


2 月，国内新增社会融资 1.19 万亿元，环比少增 4.98 万亿元，国内新增信贷
1.23 万亿元，环比少增 2.75 万亿元，均不及市场预期。2 月， M1 同比增长
4.7%，较 1 月提高 6.6 个百分点， M2 同比增长 9.2%，下降 0.6 个百分点。



受银行“开门红”影响的消退及春节季节性因素的影响，2 月信贷增长环比回
落，但 1-2 月，国内总体新增信贷同比、环比分别多增 2700 亿元、1000 亿元，
考虑到去年同期信贷投放力度较强，年初信贷仍然维持了一定的投放力度。



但结构上，新增居民信贷加速回落，是拖累信贷增长的主因。其中，新增居
民中长期贷款降幅较大，显示尽管年初以来部分地方政府陆续放松购房政策，
但居民购房意愿不强。居民短期贷款在春节期间依然下滑，反映了疫情对居
民消费产生了冲击。

寇宁



新增企业贷款增幅较 1 月显著收窄。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降幅创历史最高，
这一方面受去年基数偏高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当前实体融资需求依旧较弱。

宏观经济分析师
宏观战略部
投资咨询证书号：Z0002132
邮箱：kouning@ydqh.com.cn
电话：
（022）28130235
网址：www.ydqh.com.cn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解放北路
188 号信达广场 16 层
邮编：300042



2 月票据融资同比增幅较 1 月扩大，成为 2 月信贷总体同比维持多增的主要支
撑，商业银行利用票据融资冲量，进一步反映了信贷回落并非信贷供给的紧
张而是实体需求的不足。



2 月，国内新增社融同比降幅为 2021 年 9 月以来最高，除人民币贷款外，新
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大幅减少亦是融资的重要压力。考虑到 2 月票据融资
增幅扩大，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或与企业增加票据贴现规模有关。



企业债券融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是 2 月社融的主要支撑。其中，债券
融资利率走低，实体债券融资意愿改善是债券融资增长的主因。而在政府提
前下达 2022 年专项债额度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同比多增，专项
债发行延续前置，预计将拉动年内基建投资增长。



2 月， M1 同比强劲反弹一方面受到春节错位的持续影响，另一方面，票据融
资增长明显，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企业短期存款的增加。



继 1 月信贷开门红后，2 月国内信贷投放力度明显减弱，特别是企业长贷降
幅明显导致信贷结构出现恶化。从企业长贷回落的原因看，实体融资需求不
足是当前宽信用的主要制约，而在银行信贷额度相对充裕的背景下，短期内，
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宽信用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考虑到两会要求“政
策发力适当靠前”
，3 月当局可能对 MLF 利率进行调降，进而引导 LPR 的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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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国内新增社会融资 1.19 万亿元，环比少增 4.98 万亿元，低于 2.2 万亿元的市场预期；国内新增
信贷 1.23 万亿元，环比少增 2.75 万亿元，不及 1.45 万亿元的市场预期（见图 1）
。2 月，国内 M1 同比增
长 4.7%，较 1 月提高 6.6 个百分点，好于 3.8%的市场预期，M2 同比增长 9.2%，较 1 月下降 0.6 个百分点，
低于 9.6%的市场预期（见图 2）
。
图 1：社会融资总额与新增人民币贷款（亿元）

图 2：M1、M2（%）

资料来源：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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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居民信贷转降 企业长贷大降
受银行“开门红”影响的消退及春节季节性因素的影响，2 月信贷增长环比回落，但考虑到春节错位的
影响，综合 1-2 月看，开年以来，国内总体新增信贷 5.21 万亿元，同比、环比分别多增 2700 亿元、1000
亿元，考虑到去年同期信贷投放力度较强，基数较高，年初信贷仍然维持了一定的投放力度。
但结构上，新增居民信贷全面由增转减（见图 3）
，加速回落，是拖累信贷增长的主因。2 月，金融机
构当月新增居民信贷总体下降 3369 亿元，同比、环比分别多减 4790 亿元、1.18 万亿元，1-2 月居民信贷
同比少增 9060 亿元，为历史最高。居民贷款中，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环比分别多减 4572 亿元、4017
亿元，降幅较大，显示尽管年初以来部分地方政府陆续放松购房政策，但居民购房意愿不强，地产销售仍
面临压力。此外，居民短期贷款在春节期间依然出现下滑，反映了疫情对居民消费产生了较大的冲击。
新增企业贷款 2 月环比少增 2.12 万亿元，同比多增 400 亿元，增幅较 1 月显著收窄。其中，企业中长
期贷款同比大幅少增 5948 亿元，降幅为历史最高，这一方面受到去年基数偏高的影响，同时也反映出当前
实体融资需求依旧较弱，而 2 月票据融资同比多增 4907 亿元，增幅较 1 月扩大，成为 2 月信贷总体同比维
持多增的主要支撑（见图 4）
，也体现出商业银行利用票据融资冲量，进一步反映了信贷回落并非信贷供给
的紧张而是实体需求的不足。

2/5

宏观战略研究中心

图 3：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当月值（亿元）

图 4：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变化（亿元）

资料来源：i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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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债券融资回暖 专项债维持稳健
2 月，国内新增社融同比大幅少增 5343 亿元，为 2021 年 9 月以来最高，其中，除新增人民币贷款同比
少增 4329 亿元，是社融的主要拖累外，非标融资中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2 月大幅减少 4288 亿元，同
比多减 4867 亿元，亦是融资少增的重要压力（见图 5）
。考虑到 2 月表内票据融资增幅扩大，新增未贴现银
行承兑汇票减少或与企业增加票据贴现规模有关。
与此同时，企业债券融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同比分别多增 2021 亿元、1705 亿元，是 2 月社融的
主要支撑。其中，2 月债券融资利率走低，实体债券融资意愿改善是债券融资增长的主因。而在政府提前下
达 2022 年专项债额度的背景下，开年以来，地方政府专项债较去年同期明显加快（见图 6）
，2 月，受春节
因素影响，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由 1 月的 6026 亿元降至 2722 亿元，但同比仍多增 1705 亿元，截至 2 月，
国内累计新增专项债发行 8775 亿元，占提前下达额度的 60%，年内专项债发行延续前置，拉动年内基建投
资增长。
图 5：社会融资规模同比增减（亿元）

图 6：地方政府专项债当月值（亿元）

资料来源：iFinD

3. 春节错位影响延续

资料来源：iFinD

M1 同比显著反弹

2 月，M1 同比增长由 1 月的-1.9%大幅反弹至 4.7%的 2021 年 7 月以来高点，M1 同比强劲反弹一方面受
到春节错位的持续影响，由于 2021 年春节位于 2 月中旬，导致由企业年终奖发放等因素带来的企业存款向
居民存款转移晚于今年，企业短期存款在去年 2 月较低，低基数效应对 2 月 M1 形成了一定的支撑；另一方
面，2 月企业票据融资增长明显，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企业短期存款的增加。与此同时，M2 受春节错位
导致的高基数影响，同比增长有所回落。
3/5

宏观战略研究中心

4.宽信用压力较大 降息可能增加
继 1 月信贷开门红后，2 月国内信贷投放力度明显减弱，特别是企业长贷降幅明显导致信贷结构出现恶
化。从企业长贷回落的原因看，实体融资需求不足是当前宽信用的主要制约，而在银行信贷额度相对充裕
的背景下，短期内，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对宽信用的作用效果更加明显，考虑到两会要求“政策发力
适当靠前”
，3 月当局可能对 MLF 利率进行调降，进而引导 LPR 的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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