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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融增速缘何与 M2 增速

持续背离？＊

社融和 M2 是衡量实体经济融资情况的核心指

标，也是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依据。但 2022 年下半

年以来，社融增速持续下行的同时 M2 增速却连创近

年新高，呈现出明显的“剪刀差”现象，引发各界关

注。本文从 M2 和社融统计口径差异入手，分析了二

者出现背离的原因。研究发现，本次 M2 和社融增速

背离的主因在于债市波动加大导致债券等非贷款融资

项目的疲弱以及疫情影响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

强。居民消费动力不足不利于经济加快恢复，债市波

动加大不仅影响企业发债，同时信用利差持续保持高

位也增大了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建议：优化政策措

施，合理有效提振居民消费意愿，推动居民消费复

苏，带动经济加快回暖；有效拉低信用利差，稳定市

场预期，多措并举推动债券市场稳定运行，为企业发

债融资提供更多支持，恢复企业多渠道资金来源。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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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融增速缘何与 M2 增速持续背离？

社融和 M2 是衡量实体经济融资情况的核心指标，也是货币政策调控的重要依据。

但 2022 年下半年以来，社融增速持续下行的同时 M2 增速却连创近年新高，呈现出明

显的“剪刀差”现象，引发各界关注。本文从 M2 和社融统计口径差异入手，分析了

二者出现背离的原因。研究发现，本次 M2 和社融增速背离的主因在于债市波动加大

导致债券等非贷款融资项目的疲弱以及疫情影响下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居民消

费动力不足不利于经济加快恢复，债市波动加大不仅影响企业发债，同时信用利差持

续保持高位也增大了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建议：优化政策措施，合理有效提振居民

消费意愿，推动居民消费复苏，带动经济加快回暖；有效拉低信用利差，稳定市场预

期，多措并举推动债券市场稳定运行，为企业发债融资提供更多支持，恢复企业多渠

道资金来源。

一、历史上 M2 和社融增速出现两次比较明显的背离

M2 和社融同比增速长期保持高度正相关。M2 和社融主要区别在于统计视角的差

异。社融衡量的是实体经济从金融业获得资金的总和，是从资产端进行统计，主要反

映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M2 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是从金融机构负债端进行统计，主

要反映实体经济的可用资金。因此，可以理解社融和 M2 为一枚硬币的两面，理论上

二者增速应当保持高度正相关。但二者在统计口径上也存在一定差异，M2 统计的主要

是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的负债（主要是商业银行），但社融不仅统计金融机构的资产

端，也统计企业以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获取的资金。2015 年以来，M2 和社融

增速基本同步，但也出现了两次明显背离（图 1）1。

一是 2016 年 7 月-2017 年 7 月。2016 年 7 月起，社融增速出现持续走高，2017

年 2 月一度突破 16%，随后在高位运行近三个月后开始下降。与之相对应，M2 增速则

出现持续下滑，直至 2017 年 7 月二者走势基本同步。

二是 2022 年 4 月至今。2022 年下半年以来，社融同比增速出现持续下降，2022

1 社融同比增速在 2015 年以前只有年度数据，没有月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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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降至 9.6%，为有该项数据统计以来首次跌破 10%。2023 年 1 月，在新增人民

币贷款创历史新高背景下，社融同比增速继续降至 9.5%，再创历史新低。与之相对应，

2022 年以来 M2 增速则出现持续上升，2023 年 1 月达到 12.6%，为 2016 年 2 月以来最

高，出现明显的“剪刀差”现象。

历史上社融增速大都高于 M2 增速，但从 M2 和社融增速两次背离情况看，第一次

为社融增速走高但 M2 增速低，本次为社融增速走低但 M2 增速走高，且二者相差接近

3 个百分点。近年来，我国在加快探索构建现代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而优化货币政策

中介目标的锚定方式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22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保持广义

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M2 和社融增速的

背离可能会导致中介目标的参考价值受到干扰，从而影响货币政策调控。

图 1：M2 和社融同比增速变化（%）

二、社融和 M2 增速两次背离的原因及影响

第一次背离：2016 年 7 月-2017 年 7 月

由于人民银行并未直接公布 M2 的组成项目，为此以其他存款性公司信贷收支表

为数据样本进行估算。人民银行对 M2 的统计口径进行过多次调整，其中，住户存款、

非金融企业存款以及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占比较大。根据 M2 的定义，可近似以住户存

款+非金融企业存款+机关团体存款+非银金融机构存款+流通中的现金之和表示。从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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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结果看，二者走势基本同步，且误差不超过 1%（图 2）。

图 2：对 M2 的拟合及与 M2 走势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从 M2 内部结构看，各类存款增速均出现普遍下行，趋势上与 M2 保持一致，但非

银金融机构存款出现大幅下降是导致 M2 增速走低的主因。具体看，住户存款、非金

融企业存款增速大都与 M2 增速基本保持同步，但非银金融机构存款增速下降速度较

快，由 2016 年 2 月最高的 43.67%一路降至 2016 年 11 月的-4.5%，是 M2 增速的主要

拖累因素（图 3）。

图 3：M2 主要科目余额同比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表外融资快速上行是推动社融增速持续走高的主因。2015 年以来，社融中占比最



2023 年第 22 期（总第 477 期）

4

高的人民币贷款增速大体保持稳定。信托贷款、委托贷款等表外融资科目增速出现持

续走高，二者增速在 2016、2017 年间长期保持在 20%以上，信托贷款余额增速更是一

度达到 36%。但自 2017 年下半年起，二者增速同步出现放缓，一度降至个位数甚至

0%以下。

社融和 M2 增速第一次出现背离经历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从统计视角看是由于

内部科目变动导致整体增速出现差异，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一是部分主体资金需求渠道受限导致金融业务的无序扩张。贷款等传统融资渠道

管理严格、业务链条短，因此更加透明。但 2010 年以来，随着针对房地产、地方融

资平台等主体融资政策趋严，金融机构开始积极引入各类非银渠道，即通过通道合作

“绕道”为不符合信贷投向要求的主体提供资金支持。例如，银行通过银银合作、银

证合作、银信合作等同业渠道大量投向非标准化资产，其实质与贷款没有本质区别，

但由于引入了非银金融机构，便可以通过不计入贷款项目的方式投放资金。

二是社融并未将所有金融机构资产科目纳入统计范围，去杠杆政策对 M2 和社融

的影响存在时差。银行存款增减会受资产项目增减变化的影响，银行购买债券或进行

其他投资业务也会在负债端创造出等额存款，结果与贷款一致。不论金融业务如何创

新，其结果均会体现为经济主体可用资金（M2）的增加。但社融统计口径中并未包含

所有金融机构资产科目，从而在统计上造成了二者的差异。在以非标准债权类等影子

银行业务大幅扩张背景下，金融风险开始不断积累，对金融稳定带来严重隐患。为此，

2016 年以来，监管部门开始强力推动去杠杆，加快对各类不规范金融业务的整治。例

如将表外理财纳入广义信贷考核、规范资管业务发展、限制通道业务、禁止资金池操

作等。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受到重点整治，银行资产端除贷款外的不少科目增速出

现大幅下降。

除贷款外，金融机构资产端涉及货币创造的科目同比增速出现明显的“大起大

落”。从银行资产端主要科目余额同比变动情况看，贷款增速长期保持稳定。在影子

银行业务加速发展背景下，有价证券投资、债券投资及股权及其他投资增速出现快速

上升，特别是股权及其他投资增速在 2016 年 2 月一度达到 112.46%。股权及其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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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应收款项类投资等与金融同业相关的科目。2016 年部分

银行应收账款类融资甚至超过了贷款发放额（图 4）。

图 4：部分银行应收账款科目大幅扩张（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2016 年上半年，有价证券投资、债券投资及股权及其他投资增速先后达到最高点

后开始出现下滑。股权及其他投资余额同比增速一度降至 0%以下，有价证券投资同比

增速最低降至 3%左右（图 5）。股权及其他投资、有价证券投资等资产科目同比增速

的下降，意味着商业银行资产端在缩表，这会导致资产负债科目同步抵消。由于银行

资产端不少科目大都未体现在社融中，这也导致去杠杆政策对社融的影响相对滞后，

因此导致了二者增速出现暂时性的背离。

图 5：其他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端主要科目余额增速变化（%）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次背离：2022 年 4 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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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部门存款增速持续上升是 M2 持续走高的主因。2022 年以来，住户存款及非

金融企业存款增速出现持续上行，与 M2 增速基本保持同步，是导致 M2 持续走高的重

要原因。值得关注的是，2022 年三季度以来，非金融企业存款增速已经掉头向下，但

住户存款增速依然出现持续攀升，2022 年 12 月末达到 17.32%，同比上升近 7 个百分

点。住户存款余额增速持续走高的原因包括：

第一，股市、房地产市场运行持续疲弱影响了居民投资预期。一方面，2022 年以

来，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A 股运行整体疲弱，2022 年末，上证指数收报 3089.26

点，较去年年末下跌幅度超过 15%。虽然股票及其相关资产在居民和企业财富中的占

比并不高，但由于近年来资管业务的加速发展，居民持有相关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也

已超过 20%。在打破刚兑、净值化管理等因素影响下，即使不直接持有股票资产，但

A股若出现持续性下跌也会影响居民的现金流，加之 11 月份债市出现大幅波动，理财

大面积赎回导致金融资产价值明显缩水，居民持币观望意愿增强。

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持续趋冷，居民加杠杆动力不足。2021 年下半年以来，房

地产市场交易热情逐步转冷，居民购房热情低迷，中长期贷款同比连续少增，商品房

销售面积、销售套数同比增速开始出现负增长。2022 年以来这一现象更是持续发酵。

2022 年末，居民部门杠杆率为 61.9%，2021 年以来基本没有变化，居民加杠杆动力明

显不足（图 6）。2022 年全年各月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均为负增长，全年同比大幅少

增 3.33 万亿元。受此影响，30 个大中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套数同比降幅一度

超过 50%（图 7）。70 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指数、二手住宅价格指数持续为

负（图 8）。

在需求疲弱带来的预期转换影响下，如果房地产市场预期持续无法逆转，可能会

加剧房地产市场下行压力，进一步压缩居民部门加杠杆空间。2023 年年初以来，房地

产市场仍未出现明显的企稳迹象，居民加杠杆动力仍然不足。2023 年 1 月居民中长期

贷款同比继续大幅少增 5193 亿元，仅次于 2022 年 4 月的 5232 亿元。30 个大中城市

商品房销售面积、销售套数同比增速再次降至 40%以下。

图 6：居民部门杠杆率及中长期贷款增长变动（%、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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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7：30大中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与套数增速（%） 图 8：70 个大中城市新建、二手住宅价格指数（%）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第二，疫情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了影响。2020 年至今，疫情已持续三年，在轮

番的封控、放松循环影响下，失业率明显上升，居民的现金流预期受到干扰，这导致

消费持续低迷，储蓄动机增强。从相关数据看，2022 年以来城镇调查失业率、31 个

城市调查失业率在 5 月份一度上升至 5.9%和 6.9%，后者为历史最高，特别是 16-24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在 7 月一度升至 19.9%。受此影响，消费信心指数在 4 月份骤降至

86.7，出现断崖式下跌，此后持续维持在 90 以下（图 9）。2022 年，消费同比增速

为-0.2%，为改革开放以来次低，住户贷款、消费性贷款同比增速降至 5.4%、4.1%，

为有统计以来最低（图 10）。与之相对应，2022 年新增居民存款 17.84 万亿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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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多增 7.94 万亿元，二者均创下历史最高，居民对未来经济增长和收入的预期悲观，

带动储蓄意愿明显增强（图 11）。特别地，人民银行《2022 年第四季度城镇储户问

卷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储蓄意愿仍然较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 61.8%，

这一比例为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在四季度疫情防控措施大幅优化背景下，居民储蓄

意愿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疫情对居民的影响仍未明显缓解。

图 9：消费总额增速及消费者信心指数（%） 图 10：住户贷款与消费性贷款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11：居民部门存款新增及同比变化（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从社融角度，债券融资增速快速下降对其形成拖累。2022 年上半年末，社融增速

依然高达 10.8%。但进入半年后，社融增速便出现持续下降。从内部看，债券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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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企业债券融资余额增速降幅较大，由 2022 年 4 月的 10.7%一路降至 2023 年 1

月的 1.9%，这同步导致社融增速出现持续下降。债券融资增速下行与 11 月份以来债

券市场出现大幅震荡，企业发债意愿下降有关。

经济预期转暖叠加市场预期修正，导致债券市场波动有所加大。2022 年以来，在

轮番的疫情封控以及房地产市场运行疲弱等因素影响下，居民和企业资金需求意愿明

显不足。自 4 月份以来，DR007、R007 等关键货币市场利率品种持续低位运行，信贷

市场资金需求不足的情况反映至货币市场。从货币政策调控角度，货币市场基准利率

围绕政策利率波动，反映出流动性供求大体稳定，但 DR007、R007 等持续低于政策利

率说明流动性供大于求，这容易引发市场加杠杆，继而推升资产价格。

从数据看，在货币市场利率持续保持低位影响下，债市价格不断走高，中债信用

债总全价指数由 2022 年 3 月的 116 左右上升至 9 月的 118 左右，直至 11 月初一直维

持在 118 上下，已有到顶迹象，但市场并未意识到相应风险。11 月以来，随着疫情防

控措施优化，经济预期转暖，企业资金需求意愿增强，货币市场利率开始上移，流动

性环境与上半年相比出现边际收紧，以信用债为代表的各类债券价格开始下跌，市场

波动加大，这导致公募基金、理财等净值下跌并引发了大规模赎回，债市的自反馈效

应开始推动市场加速调整，中债信用债总全价指数快速跌至 116 以下（图 12、图

13）。

图 12：中债信用债总全价指数与 DR007（%） 图 13：理财和公募基金现券增持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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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波动加大推升企业发债成本，不仅影响了企业发债融资意愿，也降低了货币

政策调控效率。一方面，随着债市波动加大，企业发债成本明显上行，信用利差持续

走阔。企业债、公司债（除 AAA 级债券外）发行利率在 2022 年 11 月达到 4.01%和

4.86%，2023 年 1 月进一步上升至 4.75%和 5.33%（图 14）。同时，在政策性银行债

利率稳中有降背景下，企业债、公司债的信用利差（企业债、公司债发行利率与政策

性银行债发行利率之差）反而由 2022 年 11 月的 1.45%和 2.30%持续上升至 2023 年 1

月的 2.08%和 2.65%（图 15）。虽然人民银行在不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并持续加量

续作 MLF，但低评级债券发行利率仍在走高，债市波动的负面效应还在继续（图 16）。

图 14：主要债券发行利率变化（%） 图 15：公司债和企业债信用利差（%）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图 16：央行不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数量（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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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贷款与债券融资利率差距过大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与债券融资成

本持续走高相对应，2022 年以来信贷利率保持稳步下行。2023 年三季度末，金融机

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利率已降至 4.34%，企业贷款利率更是降至 4%（图 17），信贷利率

和债券发行利率出现明显价差。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下，信贷环境整体宽松，本身会

对债券融资形成替代，加之二者融资利率存在价差，企业发债融资动力受到严重影响。

2022 年 11 月-2023 年 1 月，企业债券净融资合计同比大幅下降 1.48 万亿元，这与信

贷融资规模持续走高形成鲜明对比（图 18）。

图 17：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走势（%） 图 18：新增人民币贷款和企业债券同比变动（亿元）

资料来源：Wind，中国银行研究院

若 M2 和社融增速持续背离，可能会有三方面潜在影响：一是不利于经济加快恢

复。受疫情影响，2022 年新增存款创下历史最高，居民储蓄意愿提升。随着经济预期

持续转暖，居民消费动力增强，M2 增速大幅上行的态势会有所缓解。但近期披露的

《2022 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指出，疫情演进的扰动影响仍需关注，居民储

蓄向消费转化的动能有待观察。因此可适度采取措施提振居民消费意愿，推动消费恢

复到正常轨道。二是信用利差长期保持高位会干扰市场预期，同时也不利于企业多渠

道获取资金支持。M2 和社融反映实体经济的可用资金与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二

者出现背离意味着资金供需存在缺口，实体经济资金来源渠道受限，本次社融增速走

低也主要是由于债券融资大幅下降所致。特别地，债券市场信用利差保持高位并非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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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信用资质问题，而是市场波动加大造成预期不稳，且已持续较长时间。而债券市场

的不稳定也会影响到其他市场的正常运行，例如货币市场的资金拆出和拆入，继而形

成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负反馈循环，因此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债市信用利差，在稳定

市场预期的同时助力企业更好发债融资。三是影响政策调控效率。M2 和社融同为货币

政策的中介目标，是货币政策政策调控的重要依据。但在“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锚定要求下，二者如果持续背离，可

能会释放错误信号，不利于央行的政策操作。如果社融持续走低，可能会使政策为鼓

励金融业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而过度宽松，导致宏观杠杆率快速上行。

三、相关建议

未来在居民储蓄意愿回归常态后，通过有效拉低债券市场信用利差等方式消除 M2

和社融增速持续背离的现象，逐步引导二者走势稳步趋同，以更加准确地反映金融业

及实体经济资金供需情况，为政策调控提供准确依据，更好服务经济发展。

优化政策措施，合理有效提振居民消费意愿，推动居民消费复苏，带动经济加快

回暖。在经济稳步回暖背景下，可进一步采取措施提振居民信心，增强居民消费动力。

一方面，坚持就业优先导向，建立针对灵活就业人员的保障制度，加大以工代赈力度，

确保新增就业岗位完成预期目标，对暂时遇到就业困难的居民，提供过渡性工作岗位、

加强素质技能锻炼和培养，同时可考虑在税收安排上给予支持，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

入，提升消费意愿。另一方面，合理引导居民消费，稳步降低居民储蓄意愿。例如，

可通过消费补贴等方式鼓励消费新能源等绿色电力，引导各类用户购买新能源等绿色

电力制造产品。同时，鼓励有条件地区开展节能智能家电下乡行动,引导消费者更换

或新购绿色节能家电、环保家居等产品，吸引居民主动扩大消费。这既有助于支持绿

色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加快推动经济转型，也有助于满足相对低收入人群的现代化服

务需求，合理释放更多消费潜力。

有效拉低信用利差，稳定市场预期，多措并举推动债券市场稳定运行，为企业发

债融资提供更多支持，恢复企业多渠道资金来源。一方面，考虑到债市波动影响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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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消除，根据市场流动性需求情况，综合使用各类期限逆回购工具投放流动性，积

极引导市场利率回归至政策利率附近波动。特别地，根据市场流动性供求变化及金融

机构信贷投放需要，继续加量续作 MLF 或在合适时机降准，以更好满足金融机构中长

期流动性需求，稳定市场预期。同时，在经济加速复苏背景下，金融市场运行整体趋

稳。可积极引导理财、资管等机构根据仓位需要适度增加对信用债的配置，合理拉低

信用利差，逐步消除债券发行利率和信贷利率之间的价差，稳定市场预期。另一方面，

进一步压实中介结构责任，鼓励其做好尽职调查和信息披露等工作，并加大政府、金

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多方协调，做好增信及担保工作，更好为企业发债融资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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