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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增速创新低

中国央行昨日公布数据显示，6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5400 亿，超出市场预

期。此前，市场普遍预期 13000 亿，前值 11100 亿。中国 6 月 M2 货币供应同

比 9.4%，低于预期 9.5%，前值 9.6%。6 月 M2 同比增速再创历史新低，为连

续第五个月放缓。此外，6 月社会融资规模 17800 亿，预期 15000 亿，前值由

10600 亿修正为 10625 亿。6 月的金融数据突出体现了金融监管政策的边际变

化，融资重回表内的趋势继续带动信贷高增长和社融回升，金融去杠杆继续压

低 M2 增速。

融资回表，信贷大增。6月贷款新增 15400 亿元，预期 13000 亿元，环比

增加 4300 亿元，同比增加 1533 亿元，大超预期和前值。金融去杠杆的政策基

调未改，融资重回表内的趋势继续带动信贷高增长，银行优先保证表内贷款投

放，表外融资受限； 利率上行导致企业债券融资受阻，融资需求向表内贷款

转移。6 月贷款增加超出市场预期，除了融资回表对信贷的拉动，也表明实体

经济融资需求旺盛。新增贷款中，居民部门贷款增加 7384亿元，其中按揭贷

款增加 4833亿元，仍然处在较高的水平；居民短期贷款增加 2608亿元。企业

部门贷款增加 6952 亿元，其中企业中长期贷款 5778亿元，上半年企业中长期

贷款累计增加 4.21 万亿元，去年同期为 2.62万亿元，较去年明显上升。本月

新增贷款中企业中长期贷款也出现季节性回升，信贷的高增长对三季度基本面

有一定的支撑。但从全年来看，上半年信贷投放累计达到 7.9 万亿，按照全年

信贷总量比去年增加 10%左右，上升至接近 14 万亿的规模，下半年信贷投放或

有可能放慢，全年信贷持续高增长难度不小。

金融去杠杆，M2 增速继续创新低。6月 M2 同比增速下行至 9.4%，增速分

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0.2%和 2.4%，M2增速继续回落，符合此前预期，尽

管贷款多增，但预计非信贷类资产投放增速下降明显，“股权及其他投资”下

降和同业资产收缩派生能力下降，对 M2 增速构成拖累，比过去低一些的 M2 增

速可能成为新常态。M1 同比增长 15%，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 2.0%

和 9.6%。M1M2 剪刀差为 5.60%，持续收窄。基数效应拉低了 6 月 M2 增速

约 0.15%。在金融去杠杆持续推进的背景下，未来 M2 增速回升面临不小的压

力。值得一提的是，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仍然旺盛，直接面向实体经济融资的

存款派生并未下降反而应该是在提升的。M2 增速下降，影子银行业务收缩，实

体融资需求回到银行体系时，信贷的额度与成本，就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实体

经济受到冲击的强弱。

金融监管边际改善，社融回升。社融方面，6 月份社融增加 1.78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的 1.65 万亿增加 1321亿。其中，委托贷款减少 33 亿，信托贷款

增加 2465 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减少 205亿元。直接融资方面，企业

债发行困难，债券融资延续回落，当月减少 219亿元；股票融资 491 亿元。新

增社融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市场利率上行导致企业债券融资受阻，

http://summary.jrj.com.cn/bond/shqz.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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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需求向表内贷款转移；另一方面，监管加强，表外融资向表内回流，同时

通道业务转向信托。从社融的结构来看，在目前债券融资向银行渠道迁徙的迹

象非常明确，判断后续实体经济的信贷类融资需求仍有较强支撑。二季度新增

社融中银行表内融资渠道占比连续三个月持续上升，而银行表外融资渠道和直

接融资渠道占比则连续三个月下降。整体来说在监管趋严和流动性偏紧的情况

下，表外融资维持在偏低水平，表内信贷保持较高的需求，短期内信贷高增长

保证了实体经济尚未受到较大冲击。在融资表外转表内的情况下，央行有可能

适当放宽银行今年的信贷额度。但银行负债来源紧张的状况，仍然可能导致贷

款利率明显上行，从“价”的层面冲击实体经济。

综上所述，6 月金融数据显示，融资回表，信贷大增；金融去杠杆，M2 增

速继续创新低； 金融监管边际改善，社融回升。

、

【全球股市】

2017年 7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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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综指 恒生指数

日经 225 道琼斯工业指数

富时 100 德国 DAX

资料来源：WIND 南华研究

【南华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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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商品期货综合指数 南华能源化工指数

南华工业品指数 南华农产品指数

南华金属指数 南华贵金属指数

资料来源：WIND 南华期货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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