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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概述 

2021 年 1 月 12 日央行发布 2020 年 12 月金融数据。12 月份，M2 同比增长 10.1%，增速较上月降 0.6pct，较去

年同期高 1.4pct；社会融资规模增量 1.72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少增 4821 亿元；存量 284.8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3%，增速较上月降低 0.2pct。 

二、分析与判断: 

►2020 年金融数据盘点：信贷、直融放量+表外收缩，2020年金融数据不乏亮点 

根据央行统计，2020 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 34.86 万亿元，比上年多 9.19 万亿元。 

1）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政府债券以及企业债券构成 2020 年社融同比主要增量。上半年，疫情对企业

持续经营能力造成较大影响，央行亦及时进行政策对冲，全年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和企业债券分别同比多

增 3.15 万亿元/1.11 万亿元，其中企业债券同比多增 33.2%。此外，受新增地方债同比放量+特别国债发行影响，

2020 年政府债券同比亦多增 3.62 万亿元。 

2）非标持续收缩，信托贷款同比多减 7553 亿元。尽管资管新规过渡期延长，但 2021 年底逐渐临近，非标持续压

缩符合预期。此外，地产行业“三条红线”的推出再度打击本已屡遭围剿的地产非标融资，同样是 2020 年非标持

续压降的主要源头之一。 

►信托压降规模创当月最大，国债发行支撑 12 月份社融数据 

12 月份社融增速较上月降 0.2pct，连续两个月下降，分拆来看： 

1）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量环比萎缩，但同比依旧多增。三季度以来信用扩张逐渐放缓，央行意在控制宏观杠杆率基

本稳定，10 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量已有明显收缩，11 月份短暂放量或为永煤事件后直融市场收紧带来的银行贷

款对债券融资“替代效应”，故 12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量再度下行同样符合预期。 

2）永煤事件“余音未散”，企业债券融资创 2018 年 9 月以来新低。12 月企业债券融资仅为 369 亿元，较 11月继

续走低，同比则少增 2256 亿元。永煤事件对于信用债市场的冲击仍在持续，企业发债仍面临较大困难，部分企业

直融市场再融资能力受到明显影响。2021 年以来，城投平台分档传言传出，或持续对企业债券融资分项造成扰

动。 

3）信托贷款创历史最大幅度单月压降规模。12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量为-4601 亿元，同比、环比分别多减 3509

亿元/3214 亿元。资管新规+地产三道红线+融资类信托压降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非标持续压降仍未大趋势，需

关注部分非标依赖度较高的融资主体面临的再融资压力。 

4）利率债供给支撑 12 月社融数据。12 月社融口径政府债融资新增 7156 亿元，同比多增 3418 亿元。分债种来

看，12 月份新增地方政府债发行并不多，合计约 500 亿元，但国债单月净融资超 6000 亿元，成为 12 月份社融重

要增量。 

M1、M2 增速均走弱。12 月份 M2 同比增速 10.1%，较上月降低 0.6pct；M1 同比增长 8.6%，较上月降低

1.4pct。信贷投放回落带动 M2 回落，但 M1 回落速度明显高于 M2，除了或与企业经营活动有所降温外，12 月份

部分重点城市楼市热度有所回落，可能也对 M1 增速有所影响。 

►居民贷款温和回落，信贷增量萎缩不掩期限结构亮眼表现 

1）12 月居民贷款温和回落。12 月份居民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 5635 亿元，同比少增 824 亿元。整体来看，居民

贷款增量在正常范围内波动，中长贷小幅回落或与 12 月份楼市逐渐降温有关，建议关注房贷集中度新政对未来居

民中长贷的持续性影响。 

2）实体部门短贷、中长贷“背道而驰”。12 月份非金融性公司新增信贷 5953 亿元，同比多增 1709 亿元。其中，

短期贷款减少 3097 亿元，创有数据以来单月最大降幅；同时中长期贷款依旧增长 5500 亿元，同比多增 1522 亿

元，企业中长期贷款需求仍不弱。 

三、投资策略：多空因素交织，关注春节前流动性投放 

金融数据拐点基本为预期内，短期内建议关注春节前流动性投放。12 月社融增速再度回落，但信贷扩张持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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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并非是近期新风向，监管层早在三季度开始已经频繁开始释放政策信号，四季度金融数据出现拐点也在市场预

期之内，市场对于金融数据走弱的预期可能已经有所消化。 

12 月份流动性整体保持宽松，央行超额续作 MLF+大额逆回购操作带动资金价格+短端利率走低。继 11 月末央

行“意外”投放 MLF2000 亿元后，12 月份央行再度投放 MLF9500 亿元，对冲永煤事件后市场流动性的持续收

紧及银行存单利率走高。此外年末央行亦进行大额逆回购操作，隔夜利率年末多月向下突破 1%，短端利率持续

下行，至 1 月 11 日 1Y国债收益率已降至 2.34%。 

目前债市面临着 PPI 数据走高带来的通胀压力、短端利率下行空间有限、股市牛市带来的股债“跷跷板”效

应、基数效应带来的 2021Q1 经济数据高增预期等多重因素冲击，整体来看利空因素虽在预期但仍不可忽视，

建议投资者关注节前流动性投放及操作工具，把握节前宽松下的交易性机会。 

 

风险提示 

流动性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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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或者经由其他渠道转发收到本报告而直接视其为本公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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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基于本公司研究所及其研究人员认为的已经公开的资料或者研究人员的实地调研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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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发出与本报告所载资料、意见及预测不一致的报告。本公司不保证本报告所含信息始终保持
在最新状态。同时，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需自行关

注相应更新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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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投资者注意，在法律许可的前提下，本公司及其所属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提到的公司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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