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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银行负债压力分析及政策建议

摘要：2016 年以来，商业银行负债端压力逐步升温。一般性存款争夺激烈，呈现出来源少、

久期短、价格高的特点 ；同业市场长期资金供给减少、价格居高不下 ；其他长期资金也

因为发行周期长而无法及时有效支撑负债端。对此，本文提出了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流动性应急机制、提高审批效率及调整相关指标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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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负债端面临的形势

2016 年以来，货币政策稳健中性，M2 连续走

低，商业银行负债端压力逐步升温。

（一）存款稳定性降低，一般性存款争夺激烈

与 M2 走势一致，2016 年以来银行体系存款

增速明显放缓，从 2016 年初的 13.18% 降到 2017

年底的 8.91%（见图 1）各家银行对存款争夺激烈，

存款呈现出来源少、久期短、价格高的特点，这三

点共同导致存款的波动性加大，不稳定性提高。

1. 来源少。随着总存款增速的降低，各分项

存款增速也随之下降。一是住户存款增速低。住户

存款增速从 2016 年初的 9.5% 降至 2017 年底的

7.7%，且明显低于总存款增速，显示出随着利率

市场化的推进，存款脱媒现象加剧，银行理财、非

银资管产品及互联网金融分流了传统的银行储蓄存

款。二是企业存款增速下降快。非金融企业存款增

速从 2016 年初的 14.7% 降至 2017 年底的 8.0%，

也明显低于总存款增速，既显示企业存款被分流，

也反映近年来同业业务规模收缩，导致存款派生放

缓，增速快速下降。三是财政存款增速提高。财政

存款增速从 2016 年初的 7.7% 增长到 2017 年底

的 12.8%，高于总存款增速，反映出相对于财政收

入，财政支出增长相对乏力。

2. 久期短。存款还呈现出活期化趋势，住户

及企业存款中活期存款的占比均大幅提高，其中

住户活期存款在住户总存款中占比从 2015 年 5 月

的 34.2% 提高到 2017 年底的 38.6%，企业活期存

款在企业总存款中占比从最低 35.2% 大幅提高到

43.9%（见图 2）。存款的持续活期化使得存款的流

动性加大，也表明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活动较往

图 1  银行体系存款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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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愈加频繁，存款在各家银行流动加剧，导致头寸

波动较大，资金在途蕴藏着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3. 价格高。为了留住存款，商业银行在想方设

法拓宽存款来源的同时，纷纷提高了存款利率。一

是大额存单利率普遍提高，目前 AAA 级城商行 3

年期 CD 的利率约为 3.9%，较同期限存款基准上

浮 42%。二是国库现金定存中标利率从 2016 年

底开始也快速上升，3 个月定存中标利率从 2.55%

提高至 2017 年底的 4.7%，利率快速上升凸显出

商业银行一般性存款的压力。三是创新存款计息方

式，比如农行的“活力丰”、中行的“聚财通”，通

过灵活计息的方式，根据客户最终存款期限决定利

率，实际存款期限越长、利率越高。

（二）创新存款市场快速发展，传统存款增长

缺口得以填补

1. 保本理财高速发展。2017 年底保本理财规

模为 7.37 万亿元，较上年末提升 24%，远高于全

部银行理财 1.69% 的增速，显示商业银行发行保

本理财维护存款的意愿较强。保本理财利率在连续

多年下降后也重拾升势，从 2016 年底的平均 2.86%

回升至 2017 年底的平均 4.18% 附近。

2. 保险协议存款价格水涨船高。为了增加存

款规模，商业银行转向了期限更长的保险协议存款，

利率也在提升。2017 年底 5 年期协议存款利率较

上年同期提升约 100BP 至 5.3% 以上，表明银行

多渠道融资以维护存款规模，长期稳定存款的需求

较大。

3. 结构性存款 1 量价齐升。结构性存款市场在

快速膨胀的过程中，问题也相继出现。一是市场规

模快速增长。2017 年底结构性存款余额达到 8.4

万亿元（信贷收支表中全国性大型银行及中小型

银行总和），较前一年大幅提升 31%。其中全国性

中小银行发行的结构性存款占比达 54%，增速为

40.5%，凸显出中小银行的存款压力。二是利率大

幅上升。在较大的存款压力下，各家银行纷纷提高

结构性存款利率，1 年期品种的结构性存款利率从

2017 年初的不到 3% 大幅提升至 2018 年初的 4.5%

附近，且市场上不乏 5.0% 以上的报价。三是存在

伪结构性设计实为揽存现象。比如有的结构性存款

设计了不可能达到的触发条件，或者设计了 100%

能达到的触发条件，结构设计仅作为摆设，到期获

得约定收益率没有悬念。

（三）监管政策频出，同业负债压力加剧

由于存款增长乏力，银行体系仍然比较依赖同

业负债。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2017 年 10 月末，

银行体系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总额分别为 19.7 万

亿和 30.8 万亿元，较年初分别减少 3.4 万亿和 1.4

万亿元，同业负债比同业资产少减少 2 万亿元，显

示同业负债对非同业资产业务的支撑。但是近期众

多监管政策频出，资金市场摩擦加剧，流动性分层

现象明显，同业负债面临较大的压力。

1. 监管政策短期频出，长期资金供给较少，期

限溢价偏离正常水平。2017 年，严监管、强问责

贯穿全年，年初“三三四”检查启动，年末《商业

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发布；

在市场尚未完全消化的情况下，2018 年初，多项

政策密集出台，涉及债券交易、同业存单额度、风

图 2  住户和企业活期存款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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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暴露、股权管理、委托贷款等多个领域，部分银

行调整指标的压力较大。为满足指标，商业银行

需要增加长负债或者短资产以降低错配，指标导向

使同业资金供给集中在短端，商业银行不愿融出长

期资金，长期资金的紧张程度加剧，使得部分机构

的杠杆率被动上升。短期资金宽松、长期资金需求

大于供给，中长端与短端资金利率出现明显分化。

2018 年 1 月底，股份制银行 1 个月期存单发行利

率约为 4.3%，较上年底大幅下降近 100BP ；但 3

个月、6 个月期限分别约为 4.85% 和 4.9%，较上

年 12 月平均水平仅下降 10 ～ 20BP，降幅远低于

短期限品种，也远低于往年水平。

2. 市场利率居高不下，银行同业负债成本上

行。一是信用溢价偏离正常水平。受制于多项文件

的监管，银行与非银之间、大银行与小银行之间的

流动性分层更为显著。比如，《规范债券市场参与

者债券交易业务的通知》（银发〔2017〕302 号）

对机构的正、逆回购规定上限 ；《公开募集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要求基金与私

募类产品交易可接受的质押品应符合投资范围 ；一

级交易商向央行借款不能改善指标反而会因为将借

入资金融出给非一级交易商而恶化流动性指标。这

些均导致资金市场上主要的融通桥梁——资金业务

活跃的城商行、货币基金和一级交易商的功能受

限，市场摩擦加剧。特别是非银融资成本显著提升，

2018 年 1 月资金市场加权利率比存款类加权利率

高 40BP，而上年同期利差仅为 20BP。二是非银

融资难度和成本不断上行，也引致银行负债成本上

行，中间的传导途径之一就是同业存单。非银投资

需求的萎缩，造成同业存单发行利率上行。三是由

于调节流动性指标的需要，部分股份制银行同业存

单发行利率持续处于高位，造成银行间市场整体发

行利率高企，从而驱动贷款利率显著上行。比如某

股份制银行，2018 年 1 月底 1 年期同业存单发行

利率约为 4.85%，较上年同期上行约 100BP。

（四）补充长期资金需求强烈，但相关融资工

具审批效率亟待提高

随着负债端压力的加剧，商业银行通过金融债、

二级资本债、资产证券化、定向增发、优先股等方

式补充稳定长期资金的需求强烈。一是金融债、二

级资本债等债权类融资方式成本较高， AA+ 级银行

3 年期二级资本债发行利率从 2017 年初的 4.6%

大幅提高至年末的 6.0% 附近，且存在非市场化发

行现象。二是相关融资工具整体审批效率较低，特

别是部分跨监管审批的品种缺乏有效协调，发行周

期明显较长。比如信贷资产证券化（CLO）的发行

需要多部门审批，发行一笔约需 6 个月时间。三是

通过股权方式补充核心资本，由于当前绝大多数银

行都没有上市，无法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稳定的资金。

而且随着资产回归表内，资本压力越来越大。

（五）商业银行持有地方债压力提升

地方政府债自 2015 年 3 月大规模置换以来，

已经成为市场最大的债券品种，截至 2018 年 1 月

底，余额达 14.74 万亿元，超过国债的 13.3 万亿

元和政策性金融债的 13.24 万亿元。由于地方债流

动性较差而只能被动持有，且定价不能充分体现风

险资本占用和流动性溢价，所以持有地方债对商业

银行的利润和流动性造成较大压力。

《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

见稿）》的出台也加剧了这种“负担”，优质资产充

足率和流动性覆盖率两项指标将地方政府债归为二

级资产，与 AA- 级以上（含）的信用债同属 2A 资产，

适用 85% 的折算系数，且二级资产在合格流动性

资产中占比不得超过 40%。随着地方债在商业银

行资产端占比的提高，商业银行相关流动性指标达

标的压力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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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建议

（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资产流动性

为防范流动性风险，当前商业银行资产端诸多

资产的交易平台等金融基础设施还需加强建设，以

提高资产端流动性。一是要打造统一的资产交易平

台，如信贷资产和资管类收益权等以银行业信贷资产

登记流转中心、信托资产以中国信托登记公司、理

财资产以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为主要流转平台。

二是通过丰富参与机构层次、拓宽可流转资产品种、

引入做市商制度等措施，提高交易平台的参与度，切

实提高信贷资产交易效率。三是加快培育、扶持金

融中介服务机构，完善估值、评级、信息披露等资产

交易的必要因素，引导非标资产交易向标准化资产

交易靠拢。在流转平台设定登记托管制度，推动份

额转让 ；引入评级，明确风险评估标准 ；强化定价

估值及信息披露，引入做市商制度，促进资产可交易。

（二）完善流动性应急机制，防范流动性风险

商业银行流动性既受自身资产负债结构的影

响，更会受银行体系流动性和资金面的影响，需要

更完善的流动性应急机制来维护流动性安全。一是

在出现流动性冲击时，监管部门应该对出现流动性

困难的机构（而非出现财务危机的机构）给予资金

帮助，避免引发系统性风险。二是大行要充分发挥

市场稳定器作用，做好自身的负债管理，并在关键

时刻引导市场预期，避免资金面大幅波动。三是建

议央行加强对分支行的培训，有效推进常备借贷便

利（SLF）落地执行，不仅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流

动性支持的渠道，也通过操作利率来发挥利率走廊

上限的作用，从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体系。

（三）提高审批效率，缓解商业银行负债端压力

金融机构在降杠杆的过程中，在资本补充、资

产支持证券（ABS）发行、债券发行等方面的压力较

大，需要相关监管部门提高审批效率，缓解前者的压

力。一是监管部门之间加强协调，提高股权融资补充

资本、CLO 发行等多部门审核品种的发行效率 ；二

是在强化信息披露的基础上，简化绿色金融债、小微

贷款流转等国家产业政策支持品种的审核流程，提高

审核效率 ；三是加快商业银行发行金融债、二级资本

债等长期限融资的审批进度，缓解其负债端压力。

（四）调整相关指标，适度增加合格抵押品范围

建议 ：一是重点通过同业负债指标调控，使

同业负债回归流动性管理本质，加强金融机构调研，

分析市场主体无法满足监管指标的原因。二是适度

扩大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抵质押品范围，并适当提

高抵质押率，平滑关键时点流动性波动率。比如将

商业银行保本理财等类标准化产品纳入抵押品范围，

并提高同业存单、地方债等品种的抵质押率。在流

动性指标中将地方债类同国债设定系数，缓解持有

地方债对流动性指标的压力。三是要适当提高中长

期负债的供给，包括允许发行 1 年期以上同业存单，

推出更多中长期负债产品，优化市场上负债的期限

结构，缓解商业银行长期负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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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结构性存款也可称为收益增值产品（Yield Enhancement Products），是运用利率、汇率产品与传统的存款业务相结合的

一种创新存款。该产品适合于对收益要求较高，对外汇汇率及利率走势有一定认识，并有能力承担一定风险的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