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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2015 年人民银行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分析当前经济金融形势，总结 2014 年工作，部

署 2015 年工作。 

 

评论： 

2015 年货币政策总纲：降利率，化风险，增效率 

2014 年货币政策重点在结构性和数量性政策方面，3 季度开始重点在引导融资成本下

行，但效果并不理想，直接导致 4 季度实行非对称降息。具体而言，2014 年： 

1）量化政策驱动资金市场预期改善，资金利率逐季下行； 

2）实体融资贵融资难问题并未解决，贷款利率居高不下。 

2015 年货币政策表态趋向于宽松，但避免明确表达宽松之意，工作重心可能在于： 

降利率：重在强化资金利率向实体融资成本的传导； 

化风险：货币政策协助金融体系化解存量信用风险； 

增效率：货币政策改善社会融资效率（市场化）和政策传导效率（制度完善）。 

2015 年货币政策约束条件：外部约束和潜在风险。 

过去十年约束货币政策宽松程度的两个主要要素在于通货膨胀水平和实体杠杆水平；目

前看来，这两方面要素在 2015 年相对安全，可能不会形成强约束。 

与此同时，权益市场快速回暖，杠杆融资高度活跃，可能成为货币政策新的顾虑；我们

认为，央行担心货币政策明确放松的表态将会火上浇油、进一步推升杠杆投资行为，扩大市

场波动风险。 

外部风险主要来自于两个层面： 

1）美元加息预期升温，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货币宽松空间； 

2）地缘政治动荡可能会强化国际资本回流美国的倾向，我国附近地区地缘政治变动可

能冲击市场风险溢价，从而对汇市、股市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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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货币政策操作展望：工具创新，量稳价降 

我们预计，2015 年总量工具运用相对审慎，预计降息 2 次、降准 1-1.5 个百分点。降

息可能以对称性降息为主，目的主要在于通过重定价效应带动中长期贷款利率下行和引导一

般性存款利率下行；降准对应基础货币投放 1.2-1.6 万亿。 

日常工具走向多元，精准管理流动性预期，其中回购工具主要反映市场自发需求，

SLF/MLF 等工具主要反映央行主动调节需求。定向工具的深入使用可能成为 2015 年货币工

具新看点，预计 PSL 工具可能对商业银行使用，或将成为中国版 QE 的工具载体。 

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场化和存款保险两个层面继续推进。 

预计 2015 年社会融资规模达到 17 万亿，较 2014 年扩大 1 万亿；人民币贷款可能达到

10 万亿，债券发行达到 3 万亿，权益类融资规模亦可能有显著扩大，上述三者贡献增量，

影子银行部门收缩。全年 M2 增速预计在 11%-12%。 

预计 2015 年贷款、国债和无风险金融产品收益率将较 2014 年下行 50-60BP；存款利

率受市场化影响可能维持小幅上行。 

专题研究：存贷比口径调整与油价下跌 

存贷比作为监管指标理应受银监会管理，但 387 号文件由央行发出，其本质上可能是一

项货币政策，其对利率形成机制可能具有深远影响：它对同业存款和一般存款给予相同地位，

从而打通了货币市场和一般存款市场，这将推动货币市场利率取代法定存款利率成为基准利

率中枢。利率市场化降低了央行对一般性存款利率的影响力，387 号文意在改善货币政策传

导效率，增强央行在不做“逆市场化”政策操作的前提下，通过资金利率牵引一般性存款利

率下行。 

油价的下跌可能打开货币政策宽松空间。中信证券研究部宏观组测算，在当前油价环境

下，CPI 可能平均下降 0.2%-0.3%，PPI 可能平均下降 1.2%-2%；考虑中国经济内生的增长

周期，2015 年 CPI/PPI 均值可能落在 1.5%/-2.0%~-2.5%。我们总结了 1980 年以来 5 次油

价明显下跌的经验，结果显示油价跌幅超过 50%的区间内我国国内 CPI/PPI 均呈现单边下

降，降幅最大可达 5-10 个百分点；我国货币政策均呈现单向宽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

率均为大幅下调。本次油价下跌至今，货币政策响应尚不充分，后续仍有空间。 

投资策略：长期逻辑安好，优选具有中期上行空间的公司 

2015 年货币政策取向趋松，央行对商业银行作为市场化主体的基本经济利益尊重，通

过“央行先向银行让利、银行再向实体让利”的方式，在维护商业银行利差大致稳定的前提

下降低社会融资成本，这种操作方式能够进一步打消市场关于银行利润快速下降的担忧，确

保“风险化解+利率下行”的长期逻辑仍然成立。从社会权益配置的角度，场外增量资金仍

可能继续流入板块，在未来一段时间板块或将维持强势震荡，建议持股的投资人淡化波动、

安心持有，有增仓意愿的投资人耐心等待行情平静，或在振荡中逢低吸纳。个股层面可重点

关注催化剂鲜明、具有中期上行空间的兴业银行（大金融平台+投行化转型）、浦发银行（上

海国资金融平台+NFC+自贸区）和平安银行（综合金融+逆周期扩张），同时关注有催化剂

的交通银行（员工持股等激励方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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