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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升温 新增居民短贷骤降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记者张莫）11
月 14 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监管升温 新
增居民短贷骤降》的报道。文章称，央行 13 日
发布的 2017 年 10 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
10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6632 亿元，新增社会融
资规模达 1.04 万亿元，二者均略低于预期。
与此同时，10 月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 8.8%，增
速再创历史新低。
业内人士分析称，10 月新增人民币信贷
不及预期，是受到银行信贷额度趋紧以及季
节性因素的影响。新增社会融资仍保持一定
增速，显示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并不弱，部分表
内融资转向表外。值得注意的是，前一段时
间快增的居民短期贷款 10 月环比新增量下降
明显，意味着监管部门严查消费贷效果有所
显现。但业内人士也表示，未来楼市调控对
于居民部门贷款需求的影响效果，还需持续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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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10 月新增人民币贷款为 6632
亿元人民币，同比仅多增 119 亿元，对应信贷
余额增速降至 13%。新增人民币信贷规模不
及此前市场普遍预期。
对此，招商银行资产管理部高级分析师
刘东亮称，临近年末银行信贷额度趋紧，四季
度后信贷增长降温属于正常。交通银行金融
研究中心报告也称，10 月信贷增速小幅下降
0.1 个百分点至 13.0%，总体保持稳定。从季节
特征上来看，10 月由于国庆假期的存在，通常
也为信贷投放的小月，环比较 9 月下降在意料
之中。中金报告则预计，11 月、12 月，在银行
“缺存款”和“缺信贷额度”之下，信贷数据或
仍偏弱。
在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速下降的同时，10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 1.04 万亿元，比 9 月减
少 7800 亿元，也略低于市场预期，不过，10 月
社融增量相比去年同期增加 1522 亿元。业内
人士表示，这表明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并未降
温。
从 10 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具体结构来
看，当月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
6635 亿元，
同比多增 625 亿元；
对实体经济发放
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减少 44 亿元，
同比少减
291 亿元；委托贷款增加 43 亿元，同比少增 682
亿元；信托贷款增加 1019 亿元，同比多增 489
亿元；未贴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12 亿元，同
比多增 1813 亿元；企业债券净融资 1508 亿元，
同比少 684 亿元；
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 601
亿元，
同比少524亿元。
“委托、
信托、
未贴现承兑三项表外融资合
计增加 1074 亿元，虽比上月回落 2893 亿元，但
比去年同期多增 2508 亿元，这表明实体经济
融资需求仍在，在表内信贷额度有限的情况
下，仍将通过表外融资满足需求。”中国民生
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表示。
刘东亮表示，近期部分高频经济数据有
下行波动，但尚未在社融数据中有所体现，相
对而言，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反而较去年低，
其中企业债券融资更多受到了不利市场环境
的影响。

1181 亿元。与此同时，住户部门短期贷款月
新增量环比减少 1747 亿元，同比多增 1352 亿
元。住户部门短期贷款月新增量环比下滑达
69%。
温 彬 表 示 ，住 户 部 门 中 长 期 贷 款 增 加
3710 亿元，占全部新增人民币贷款的 56%，较
上月上升 18 个百分点；短期贷款占比 12%，较
上月下降 8 个百分点。可见，在监管机构持续
加大对短期消贷资金违规流向楼市审查背景
下，居民短期消费贷款增速显著回落，中长期
房贷占比虽有所回升，
绝对值仍呈下降趋势。
中信证券固收研究首席研究员明明表
示，监管部门严查消费贷导致居民短期贷款
一定程度上超季节性回落，中长期贷款由于
季节性和信贷受限等因素共同影响下降，从
整体变化趋势上看弱于往年同期，与房地产
销售走弱一致，反映居民购房需求继续降温，
房地产热度难以持续。但他同时强调，
“这也
可能是由于银行信贷额度受限所致”
。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报告也称，前期
楼市调控政策效果开始逐渐在居民需求端显
现出来，但目前数据并不能做确定性判断，因
为居民短期贷款仍处于反常的状态，10 月居
民短贷同比多增 1352 亿元。这是否存在向楼
市绕道的行为以及规模大小，
尚难精确辨识。
展望未来，中金报告称，今年以来，在房
地产销售持续偏强带动下，居民信贷在总信
贷的占比高达 52%，超过 2016 年全年的 50%；
预计 2018 年在销售转弱之下，居民信贷需求
会有所转弱，
占比也或下降。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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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调不变 继续维稳流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10 月 M1 增速、M2 增速双
双 低 于 预 期 。 具 体 来 看 ，10 月 M2 同 比 增
8.8%，
结束 9 月的短暂反弹，
再创历史新低。
对此，温彬表示，一是今年以来，在金融
监管加强的背景下，银行同业业务增速放缓，
金融去杠杆效果明显，同业业务货币派生效
应减弱；二是财政存款回笼货币，10 月新增财
政存款 1.05 万亿元，创历史次高规模，同比多
增 3679 亿元。
中金报告也称，10 月存款增长乏力。整
体存款增长 1.06 万亿元，但其中 1.05 万亿元
是财政存款，如果扣除财政存款，银行体系的
存款几乎没有增长，明显低于历史同期。银
行在压缩同业资产的过程中，会导致所派生
的存款减少，同时银行对同业负债的依赖性
也下降，最近两个月，同业存单的余额也在下
降。此外，10 月财政支出增速降至-8%，支出
放缓导致财政存款的上升明显超过季节性，
增长了 1.05 万亿元，仅次于 7 月。
展望未来的货币政策，温彬表示，临近年
末，尽管外汇占款有可能继续边际改善，但考
虑到财政存款投放或将弱于去年，以及美联
储加息在即，年末流动性将承压，预计央行将
加 大 公 开 市 场 操 作 ，继 续 通 过“ 逆 回 购 ＋
MLF”不同期限组合保持流动性充足和市场
利率水平稳定。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报告称，短期货
币政策仍将保持稳健中性，未来财政支出力
度可能增加。货币当局正不断加强对市场的
预调和预期引导，体现了其维稳市场流动性、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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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贷款整体环比增量有所下降
平滑利率波动的目标。该报告还指出，目前
从 10 月新增人民币信贷的结构来看，住 不宜过度解读 M2 增速的回落，短期超预期增
户部门贷款增加 4501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 长的财政存款未来很大程度会通过增加财政
加 791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3710 亿元；非金 支出的形式回到经济流通领域，届时可能又
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 2142 亿元，其中， 会支撑 M2 增速小幅反弹。
九州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邓海清表示，无
短期贷款减少 113 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 2366
亿元，票据融资减少 378 亿元；非银行业金融 论是央行货币政策、通货膨胀、公开市场操作
机构贷款减少 4 亿元。
走势，都仍然以“稳”字为核心，
“不松不紧”才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监管升温，居民贷 是主基调。目前来看，由于债券市场利率已
款整体环比增量有所下降。10 月住户部门贷 经明显高于货币市场利率，货币政策进一步
款增加 4501 亿元，增量环比减少 2848 亿元，同 收紧的概率较低。刘东亮也表示，预计货币
比增加 170 亿元。分项来看，住户部门中长期 政策不会发生显著调整，金融监管政策会将
贷款月新增量环比少增 1076 亿元，同比少增 更多精力放在防风险、去杠杆上。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深市
名 称

神州易桥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盐湖股份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正平股份
青海华鼎

收 盘 价 涨跌幅（%）成交量（手）
9.37
7.95
17.12
15.49
10.66
5.81
11.66
17.59
7.42

-0.43
-0.87
-0.47
-2.94
+0.19
-2.02
-0.85
+0.29
-2.37

26929
225189
19239
815960
25780
264404
21931
30577
22271

商务部回应美对华
“双反
双反”
”
调查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记者于佳
欣）美商务部日前 公 布 了 对 华 胶 合 板 产
品“双 反 ”调 查 结 果 。 中 国 商 务 部 14 日
发表谈话表示强烈不满，指责美方继续
适用歧视性的“替代国”做法，望美方落
实两国元首共识，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
控分歧。
美国东部时间 11 月 13 日，美国商务
部公布对华胶合板产品反倾销与反补贴
调查最终裁定，裁定中国企业倾销幅度为
183.36%；
补贴幅度为 22.98%-194.90%。
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贺军
表示，在反倾销调查中，美国商务部罔顾
世贸组织义务和承诺，继续适用歧视性的
“替代国”做法；拒绝考虑企业提交的大量

10 月份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工业增
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2%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陈炜伟 杨
学嘉）国家统计局 14 日发布数据，10 月份，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
6.2%，增速比上月回落 0.4 个百分点，比上
年同月加快 0.1 个百分点。
统计显示，10 月份，41 个大类行业中
有 34 个行业增加值保持同比增长。其中，
农副食品加工业增长 5%，汽车制造业增长
11%，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增长 12.8%，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
8.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1.3%，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下降
1.7%。
服务业方面，数据显示，10 月份，全国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增速比上月
回落 0.3 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月加快 0.2 个
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
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保持两位数
增长。
当天发布的数据还显示，1 至 10 月份，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7.3%，增速比
1 至 9 月份回落 0.2 个百分点。10 月份，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增速比
上 月 回 落 0.3 个 百 分 点 ，与 上 年 同 月 持
平。1 至 10 月份，全国网上零售额 55350
亿元，同比增长 34%，比上年同期加快 8.3
个百分点。

沪指跌 0.53
53%
%止步六连阳
本报综合消息 11 月 14 日，三大指数
上午低开低走，两市今早小幅低开后总体
呈现震荡回落态势。上午，在受白酒、券
商板块下行的影响沪指盘中震荡下行最
低跌破 3430 点，回试 5 日线支撑，个股呈
现普跌态势，且个板块分化明显。临近上
午收盘，随着自贸港概念板块再度拉升带
动三大股指才有所拉升。午后开盘，随着
军工、保险板块持续走强，沪指跌幅收窄，
两市维持一段短暂的震荡格局。随后突
然，次新股、芯片等板块跳水，沪指下跌近
乎 1%，创业板走势与沪指大同小异，也同
样跟随跳水探至 1900 点下。临近收盘，三
大股指才小幅回拉。板块方面，海南、芯
片、
次新股板块急速跳水，
其中海南高速逼
近跌停；江丰电子上午逼近涨停午后跳水
翻绿。另外，
华大基因低开高走，
盘中股价
再创新高，一度升至 258.87 元，市值突破
1000 亿大关。一度冲高的环保、钢铁等板
块之后出现小幅回落。截止收盘，沪指报
3429.55，跌 0.53%；深成指报 11582.92，跌

排行榜
沪市
昨日 排行榜

昨日

证据材料，完全歪曲企业实际生产流程，
在终裁中不合理地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企
业倾销幅度。在反补贴调查中，美方无视
世贸组织有关规则和裁决，人为构造出低
价提供原材料、出口买方信贷等补贴项目
并裁出较高补贴幅度。
他指出，美方的不合理做法和裁决将
严重阻碍中国胶合板对美出口，损害中国
企业利益，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王贺军强调，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
间，两国元首达成了将继续致力于互利共
赢的中美经贸合作的广泛共识。中方希
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根据世贸
组织规则公平、公正地开展调查，通过对
话和协商妥善管控分歧。

名称
红宇新材
新余国科
大富科技
浙商中拓
国立科技
华锋股份

名称
贵州燃气
江南嘉捷
大业股份
佳力图
东宏股份
璞泰来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7.21
15.68
13.39
9.22
23.27
24.59

10.08
10.04
10.02
10.02
10.02
10.02

梅安森
华铭智能
中科信息
凯伦股份
永福股份
海南高速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5.13
15.58
24.26
29.33
27.80
46.39

10.09
10.03
10.02
10.02
10.01
10.01

京华激光
科森科技
祥和实业
飞乐音响
三安光电
恒银金融

0.96%；创指报 1896.72，跌 0.51%。
从盘面上看，自贸港、钢铁、军工转居
板块涨幅榜前列，海南、高送转、芯片板块
跌幅榜前列。
中航证券认为，对于市场的热点结
构，我们再次强调两条线路：1、传统行业
价值龙头股，这些个股抗跌性较好，呈现
单边慢牛走势，适合性格较慢的投资者；
2、次新股中的成长股，前提同样是要有业
绩支撑的品种，原来亏损以及业绩大幅下
滑的品种。这是投资的基本逻辑，投资者
切不可以赌博的心态进行交易。总结一句
话：未来 A 股想要在指数上出现快速飙升
概率较小，
结构性机会成行情的主流格局，
不管是主板还是中小创，
抑或是次新股，
都
要以价值的角度考量。短期关注次新指数
和深次新指数的技术面阻力能否突破。

深沪大势分析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15.73
34.62
79.74
49.23
35.75
6.97

-10.01
-10.01
-10.00
-10.00
-9.95
-9.95

京东方Ａ
TCL 集团
中信国安
平安银行
格林美
江粉磁材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61.13
43.63
33.13
11.21
27.22
29.08

-10.00
-9.89
-7.64
-7.51
-7.45
-6.74

中国联通
上港集团
宝钢股份
工商银行
士兰微
农业银行

收盘价 成交额（万）
6.13
4.81
12.97
12.94
7.81
9.94

1248149
165055
360168
230839
122913
150520

收盘价 成交额（万）
7.85
8.23
8.83
5.91
12.32
3.61

439742
193927
195744
113075
214371
648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