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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响跟踪—来自银行的初步反馈 

 投资者关心疫情对银行基本面的实际影响。我们在前期报告中也尝

试做过测算，认为考虑多方面因素，在最悲观的假设下，疫情对银

行业 2020 年净利润增速的影响不会超过 3 个百分点。但假设与现

实情况可能存在偏差，所以我们近期就疫情影响线上咨询了部分银

行从业人员。因为银行人员刚刚复工，很多银行的客户尚未复工，

所以银行层面暂时也未能给出客观、定量的评估，只能有些初步反

馈。我们在此将银行反馈的主要内容提炼出来，并简要加以分析。 

 

 反馈 1（来自某股份行）： 

从往年情况来看，2月份的信贷需求和供给一般都较少，一季度的

信贷增量主要集中在 1月份和 3月份。目前我行 1月份的信贷投放

已基本在中旬完成（春节前和疫情前）。如果疫情在 2 月底能够控

制住，在人员恢复流动和企业普遍复工的前提下，通过后续货币政

策和信贷政策的刺激，2月份信贷投放受到的有限影响可以通过后

期调整弥补。 

分析： 

一季度银行信贷投放“1/3月多，2月少”的规律的确是很明显的。

以 2016-2019 年的数据来看，1 月份新增信贷平均占一季度新增信

贷的 55%，2 月份新增信贷平均占比 19%，3 月份新增信贷平均占

比 27%。 

但 2月受影响的信贷需求是否可以延后兑现、延后多久兑现，还是

要取决于疫情的发展态势。 

 

 反馈 2（来自某国有行和某股份行）： 

对公信贷影响有限。部分企业往年也是正月十五之后才完全复工，

受疫情影响信贷需求只是延后，并没有消失；个人消费性贷款会受

到一些影响。考虑到春节前后的信贷需求以消费类信贷为主。 

分析： 

目前市场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对公贷款（中大型企业）和按揭贷款

的需求只是被暂时压制，可以延后发放，影响的是信贷投放节奏，

而不是规模；小微贷款（含个体经营性贷款）、零售消费贷款受疫

情影响较大，可能会出现需求的阶段性消失，以及资产质量的边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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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化。因为部分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有可能经营受到影响，而零售消

费贷款的发放依托场景，部分居民不敢外出，部分场景和消费需求

就没了。 

考虑到今年 1 月信贷投放基本正常，2、3 月信贷可能受疫情影响

最为明显，所以我们统计了往年 2-3月，各类信贷投放规模占该类

信贷全年投放规模的比重，以此判断 2-3月这个时间窗口对各类信

贷投放的重要性如何。 

结果显示，居民消费短贷 2-3月的投放量占全年的比重并不高。说

明虽然春节是个超级消费场景，前后消费需求旺盛，但是这段时间

居民的现金流也较为充裕，未必需要通过借贷来满足消费所需。这

样来看，疫情使得春节这个消费场景黯然失色，对银行消费信贷投

放的影响并不算大。 

真正的问题在于居民消费意愿恢复的不确定性。春节错过了就错过

了，但即使疫情好转，预计居民也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对外出型消

费持谨慎态度，可能会持续抑制具有真实消费场景和用途的消费信

贷的增速。 

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对公短贷 2-3月的投放量占全年的比重较高。

对公短贷里有部分是针对中小微企业的授信，这部分信贷需求相对

脆弱，是需要银行主动支持的。最近我们也看到，从监管层号召到

区域政策支持到银行表态，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小微企业客户采

取了系列减压举措。 

对于个体经营户受疫情的影响有多大，市场是存在分歧的。有投资

者认为，这部分群体由于抵御经济波动的能力较弱，容易受产业链

上下游的拖累，受疫情影响更大；也有人认为，这部分群体经营相

对灵活，且没有很多固定开支，短期休养后业务需求可以恢复。但

实际情况如何，后面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反馈 3（来自某股份行）： 

零售信贷业务会受到疫情影响。但由于前期的金融科技投入，业务

开展智能化、线上化程度高，对前景展望相对乐观，争取化危为机。 

分析： 

银行业务开展的线上化程度较高，疫情之下业务渠道还是畅通的。

不确定的是需求端的受影响情况，但目前各家银行都还未有定量评

估。 

 

 反馈 4（来自某国有行）： 

针对湖北地区小微企业经营性贷款的利率下调，以及防疫个人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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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相关利息费用的减免等，对银行盈利的影响有限。 

分析： 

我们此前假设所有银行均对湖北地区的小微贷款利率下调 0.5个百

分点，经测算，对 2020 年银行业净利润增速的负面影响约 0.15 个

百分点，影响的确有限。 

 

 反馈 5（来自某小行）： 

对客群实行差异化政策。主动对接 2月底前到期贷款，对经核实确

受疫情影响，可能产生资金压力的客户，采取无还本续贷、借新还

旧方式主动为相关企业减压；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物流运输、

宾馆餐饮、外贸等行业，不盲目抽贷、断贷、压贷，采取一户一策，

通过信贷重组、调整还款计划、提前做好续贷安排、适时做好风险

缓释等方式加以支持；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人群，一

户一议制定后续还款方案，妥善处理。 

分析： 

多数银行已经在做相关客户的风险排查工作。预计针对受疫情影响

暂遇困难、但有发展前景的客户，各家银行采取的支持举措也是差

不多的，包括展期、无还本续贷、信贷重组、减免逾期利息等，以

时间换空间。考虑到边际变化被暂时掩盖，预计短期内银行的资产

质量指标不会有较大波动，未来的资产质量演化取决于疫情进展和

经济走势。 

以上是银行对受疫情影响的初步反馈和我们的简要分析，后面我们

会和银行保持密切沟通，持续更新信息。 

 

 观点重申： 

疾风骤雨过后，银行股核心资产的中长线布局时机已至。个股推荐

排序：平安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常熟银行。 

 

 风险提示：经济显著下行；资产质量大幅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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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历年一季度各月信贷投放占比 

 

1月 2月 3月 

2009年 16.9% 11.2% 19.7% 

2010年 17.5% 8.8% 6.4% 

2011年 13.9% 7.2% 9.1% 

2012年 9.0% 8.7% 12.3% 

2013年 12.1% 7.0% 11.9% 

2014年 13.5% 6.6% 10.7% 

2015年 12.5% 8.7% 10.1% 

2016年 19.8% 5.7% 10.8% 

2017年 15.0% 8.7% 7.5% 

2018年 17.9% 5.2% 6.9% 

2019年 19.2% 5.3% 10.0% 
 

资料来源：央行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表 2：历年 2-3月各类信贷投放规模占该类信贷全年投放规模的比重 

  新增居民短贷 新增居民长贷 新增对公短贷 新增对公长贷 

2009年 22.8% 7.5% 45.7% 23.1% 

2010年 18.4% 15.4% 10.9% 24.5% 

2011年 15.4% 19.0% 16.5% 23.8% 

2012年 18.6% 9.4% 21.5% 23.1% 

2013年 13.3% 13.8% 17.3% 22.9% 

2014年 11.4% 14.2% 41.0% 16.1% 

2015年 13.4% 11.6% 34.5% 24.5% 

2016年 2.7% 10.9% 57.8% 24.2% 

2017年 14.4% 15.7% 32.6% 18.0% 

2018年 6.5% 14.1% 44.9% 20.0% 

2019年 6.9% 12.5% 30.1% 19.9% 
 

资料来源：央行官网、安信证券研究中心 

 

  

 



行业快报/银行 

5 本报告版权属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项声明请参见报告尾页。 

  

  

 行业评级体系 
收益评级： 
领先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领先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同步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与沪深 300 指数的变动幅度相差-10%至 10%； 

落后大市 — 未来 6 个月的投资收益率落后沪深 300 指数 10%以上； 

风险评级： 
A — 正常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小于等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B — 较高风险，未来 6 个月投资收益率的波动大于沪深 300 指数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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