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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融信贷全面回升，宽信用效果显著 

——3月货币金融数据点评 

 
3 月份信贷数据与社融数据均好于市场预期，不仅整体增速回升明显，从结构

上看，企业与居民贷款数据也全面回升。结合央行近期公布的 3 月份贷款需求

指数也显著上升，我们认为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已经明显转暖，宽货币向宽信

用政策的传导机制已经起效。目前票据融资仍受限于监管趋严制约，但表外融

资随着去杠杆转向稳杠杆政策而逐渐企稳。我们预期央行将进一步实施稳健灵

活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为实体经济筑底回升提供稳定的政策护航，我们仍坚

定看好中长期股票市场行情。 

 

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速 8.6%，比上月高 0.6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 0.4 个百

分点，好于预期。M1 同比增速为 4.6%，比上月高 2.6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

低 2.5 个百分点，创去年 8 月以来新高。3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6900 亿元，好

于市场预期。2018 年 9 月起地方政府专项债纳入社融口径。可比口径下，社

融余额同比增速 10.7%，比上月同比增速高 0.62 个百分点。 

 

◼ 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速 8.6%，比上月高 0.6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 0.4

个百分点，创近 12 个月新高，好于市场预期。M1 同比增速为 4.6%，比

上月高 2.6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低 2.5 个百分点。M1 增速连续两个月

环比回升，体现了企业活期现金流正在改善 

◼ 3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6900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5700 亿元，超市场预

期，企业与居民贷款均全面回升。一季度新增人民币信贷整体较去年同比

多增 9465 亿元，其中新增企业贷款多增 13900 亿元，企业短期贷款多增

4513 亿元，企业中长期贷款多增 1200 亿元；居民贷款多增 600 亿元，主

要是受楼市销售回暖影响，居民中长期贷款多增 900 亿元。 

◼ 可比口径下，社融余额同比增速 10.7%，比上月同比增速高 0.62 个百分点。

表外融资再次由负转正，体现了去杠杆转向稳杠杆政策转变带来的表外融

资逐渐企稳。票据融资仍受限于监管趋严制约。 

◼ 3 月份信贷数据与社融数据均好于市场预期，不仅整体增速回升明显，从

结构上看，企业与居民贷款数据也全面回升。结合央行近期公布的 3 月份

贷款需求指数也显著上升，我们认为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已经明显转暖，

宽货币向宽信用政策的传导机制已经起效。目前票据融资仍受限于监管趋

严制约，但表外融资随着去杠杆转向稳杠杆政策而逐渐企稳。我们预期央

行将进一步实施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为实体经济筑底回升提供

稳定的政策护航，我们仍坚定看好中长期股票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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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风险；贸易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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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2 同比增速 8.6%  

图 1：M1 和 M2 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速 8.6%，比上月高 0.6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 0.4 个百分点，创近

12 个月新高，好于市场预期。M1 同比增速为 4.6%，比上月高 2.6 个百分点，比去年同

期低 2.5 个百分点。M1 增速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体现了企业活期现金流正在改善。1）

M2 环比上升 1.18 %，M1 环比上升 3.87%，和近 5 年历史同期均值相比，分别高了 1.18

个百分点和高了 2.68 个百分点；2）当月净回笼现金 4585 亿元，单位活期存款增加 24994

亿元，准货币增加 1563 亿元；4）从存款结构来看，和上年同期相比，居民存款多增 3476

亿元，企业存款多增 7560 亿元，财政存款少增 2126 亿元，非银存款少增 722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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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增信贷超市场预期 

图 2：新增人民币贷款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3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16900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5700 亿元，超市场预期 1）企业与居

民贷款均全面回升。2）新增企业贷款 10659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5006 亿元。其中企

业短期贷款增加 3101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2272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6573 亿元，较

去年同期多增 1958 亿元。3）新增居民信贷 8908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3175 亿元。其

中，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 4605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835 亿元。新增居民短期贷款 4294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2262 亿元。 3）3 月份新增票据融资 978 亿元，较去年同期多增

1097 亿元，环比减少 717 亿元，或受制于票据套利的监管力度趋严。4）易纲行长在两会

记者会上表示“更全面分析货币信贷数据要综合今年前 3 个月数据”，我们对一季度数据

进行整体分析发现，一季度新增人民币信贷整体较去年同比多增 9465 亿元，其中新增企

业贷款多增 13900 亿元，企业短期贷款多增 4513 亿元，企业中长期贷款多增 1200 亿元；

居民贷款多增 600 亿元，主要是受楼市销售回暖影响，居民中长期贷款多增 900 亿元，

而居民短期贷款少增 377 亿元。综合一季度数据可以看出，宽信贷政策整体效果良好，

企业贷款与居民贷款全面回升，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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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融增速超市场预期 

图 3：社融余额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3 月社融增量约 28600 亿元，同比多增 12752 亿元，远超市场预期。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

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19591 亿元，同比多增 8166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增量 2532 亿元。

可比口径下，社融余额同比增速 10.7%，比上月同比增速高 0.62 个百分点。1）表外融资

再次由负转正，3 月份新增表外融资规模为 824 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 3353 亿元。2）其

中信托贷款和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均为由负转正：当月新增信托贷款 528 亿元，较上年

同期多增 885 亿元；当月新增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 1366 亿元，较上年同期多增 1689 亿

元。3）3 月新增委托贷款-1070 亿元，环比跌幅明显，或缘于信托贷款的替代效应，但较

上年同期仍多增了 780 亿元。4）3 月新增企业债券和股票等直接融资为 3394 亿元，较去

年同期少增 546 亿元。其中，新增企业债融资 3276 亿元，新增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11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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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社融余额结构 

 

资料来源：长城证券研究所 

 

3 月份信贷数据与社融数据均好于市场预期，不仅整体增速回升明显，从结构上看，企业

与居民贷款数据也全面回升。结合央行近期公布的 3 月份贷款需求指数也显著上升，我

们认为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已经明显转暖，宽货币向宽信用政策的传导机制已经起效。

目前票据融资仍受限于监管趋严制约，但表外融资随着去杠杆转向稳杠杆政策而逐渐企

稳。我们预期央行将进一步实施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为实体经济筑底回升提

供稳定的政策护航，我们仍坚定看好中长期股票市场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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