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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 7 月 5 日定向降准：可释放资金约 7000 亿元

人民网北京 24 日电:6 月 24 日傍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消息称，决定从 2018 年 7 月 5 日起，

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

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在回应此次定向降准时表示，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自 2018 年 7

月 5 日起，下调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等十

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可释放资金约 5000 亿元，用于支持市场化

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撬动相同规模的社会资金参与。二是同时下调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

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可释放资金约 2000 亿

元，主要用于支持相关银行开拓小微企业市场，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进一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

央行负责人表示，此次定向降准是落实 6 月 20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有关部署。今年以来，市

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签约金额和资金到位进展比较缓慢，考虑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

银行是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的主力军，可通过定向降准释放一定数量成本适当的长期资金，形

成正向激励，提高其实施“债转股”的能力，加快已签约“债转股”项目落地。

同时，当前我国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较为突出。邮政储蓄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

域农商行在支持小微企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其实施定向降准，有利于增强小微信贷供给能力，

增加银行小微企业贷款投放，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改善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总的来看，此

次定向降准有利于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有利于加大对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属于定

向调控和精准调控。人民银行将继续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为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定向降准资金支持的“债转股”项目应满足哪些条件？央行称，鼓励十七家大中型商业银行使

用定向降准资金，支持充分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原则的“债转股”项目，以下几条是需要注意的：

一是实施主体在“债转股”项目中应当实现真正的股权性质投入，而不是仍然以获取固定收益为目

的的“债转债”，也就是说，不支持“名股实债”的项目；二是鼓励相关银行和实施主体按照不低

于 1:1 的比例撬动社会资金参与“债转股”项目；三是“债转股”有关股份以及相关债务减记要严

格遵循市场化定价，按照法律法规，由项目相关参与方协商确定；四是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开展市

场化法治化“债转股”，相关实施主体应真正参与“债转股”后企业的公司治理，促进其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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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高，同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五是实施“债转股”项目应当有利于改善企业资产负债结

构，恢复企业发展动能，不支持“僵尸企业”债转股。

———————————————————————————————————————————

央行降准释放 7000 亿资金 房价又要大涨?

中国央行决定，7 月 5 日起，下调部分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以支持市场化

法治化“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本次降准将释放 7000 亿元人民币，除了利好企业债转股"和小

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对于多数民众而言，更关心的是房价是不是又要大涨了?

房价又要涨?

“ 央行降准，房价上涨”--这是很多中国民众听到“降准”二字的第一反应。当然这真不能

怪民众，因为观察央行历次降准周期之后楼市的变化，这一判断始终是正确的。

2008 年、2011 年和 2015 年三次降准周期之后，房地产市场销售均存在明显恢复迹象，且持续

时间在 1 年以上。

对于本次“定向降准”，无论金融专家还是楼市专家，也都给出了近乎一致的答案:利好楼市!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认为，尽管此次定向降准不是为了给楼市喘气，但难以避免利好楼

市。“历史看，只要降准，对于房地产来说肯定是利好，能缓解资金面压力。”

财经评论员刘晓博认为，本次降准释放 7000 亿元基础货币，在当前货币乘数 5.4 倍左右的情

况下，理论上可以衍生出 3.78 万亿元的广义货币 M2，释放出来的资金也是长期资金。这有利于降

低市场的利率，对于股市、楼市、实体经济都是利好。

刘晓博认为，表面上看，"定向降准"主要是针对实体经济，与楼市无关。但实际上，因为楼市

回报率高，银行资金总会以各种方式流入楼市，所以此次降准对楼市也是较大利好。

中国房企债务缠身有目共睹。本次定向降准宏观上有利于缓解房地产行业面临的资金紧张问

题。Wind 金融数据显示，2018 年下半年，中国房地产海外融资债券到期规模在 564.75 亿元的水平，

2019 年到期规模增长到 1436.95 亿元。

本次降准有不同

与以往不同，国是直通车注意到，本次央行"定向降准"有其特殊性。中国监管层降准的同时，

也在有意识的减少对房地产市场的刺激。

央行表示，降准后，相关银行要建立台账，逐笔详细记录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实施情况，按

季报送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金融机构使用降准资金支持"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的情况将纳入人

民银行宏观审慎评估。

以前降准，资金可以直接流向房地产行业，但这次降准表面上明令限制了这一流向。但资金不

会绕一圈再进入楼市呢?多位专家认为，还有这种可能。

易居研究院副院长杨红旭告诉中新社国是直通车记者，基于宏观经济和中美贸易等因素，央行

出台的定向降准虽不是针对房地产，但估计会有部分资金绕道进入房地产市场。

毕竟，与房地产的利润相比，当前实体经济收益少、见效慢，资本还具趋利性。那 7000 亿会

有多少进入楼市?又造成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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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亿中的 5000 亿，央行明确是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撬动相同规模

的社会资金参与。另外 2000 亿主要用于支持相关银行开拓小微企业市场，发放小微企业贷款，进一

步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攸克地产认为，支持企业“债转股”的 5000 亿，因为要建立台账，逐笔详细记录市场化法治

化“债转股”实施情况，流入楼市的资金不会太多，主要是发放小微企业贷款的 2000 亿想象空间会

大一些。

因为这 2000 亿是降低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银行存款准备金释放的资金，很多城商

行、农商行所在地，没什么好项目、好企业，很可能出现一些钱进了符合方向的企业或者表面上符

合方向的企业，但是企业又以某种方式变换回了银行，成为理财或者银行的各种表外资产，然后流

向房地产。

楼市调控再加码?

央行本次降准，利好房地产市场已成专家共识。专家预计，地方政府调控楼市的压力会因此变

大。中国楼市就此是否会迎来新一波强化调控的风潮?

毕竟，前几轮的楼市调控已经让市场看到，监管层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决

心。中原地产研究中心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 5 月中国 40 余座城市发布调控政策内容多达 50 次，

刷新了中国房产单月调控政策数量记录。今年中国房产调控次数也已多达 180 次。

中经联盟秘书长陈云峰预测，1 个月内这些钱不会流向房地产，3 个月后估计有 1/3 比例会通

过各种渠道进入房地产，应该关注 9 月 30 日前后楼市变化。

陈云峰认为，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居民买房去杠杆已经很彻底，房价不会大规模上涨，只是

交易量会上涨，预计今年全年交易量同比去年持平，或略微多一点。主要警惕二三线城市炒房资金，

市场流动性恢复，炒房躁动。也有专家认为，二手房领域会受益更多。

经济学者马光远认为，目前很多企业资金流动性非常紧张，经济下行压力也存在，本次央行降

准是对的。不可避免，房地产会受益。但降准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房地产。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同样认为，本次降准是定向降准，重点支持“债转

股”，稳妥推进“去杠杆”。客观上释放了流动性，缓解了资金压力，有利于改善市场情绪。但“这

是降准，不是降息。这是对冲微调，不是大水漫灌。”

杨红旭告诉国是直通车记者，在降准预期之下，中国对于楼市的调控肯定不会放松，并且在部

分环节，还有可能会出现新调控举措。比如西安市近期出台新政，首提暂停企事业单位购买住房，

将企业投资性买房，这一在限购方面的漏洞堵上了。

但杨红旭也表示，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形势下，监管层目前主要是维持房地产市场基本

平稳，不太可能对楼市进行新一轮大规模调控。他预计将在维持现有调控力度的基础上，进行局部

调控或者针对调控漏洞出台新的调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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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加速贬值！下一步要弃汇率保外储冻楼市

齐俊杰

齐俊杰，资深财经专栏作者，媒体评论员，现任爱奇艺财经主编，曾担任北京电视台专栏记者，

以及酷 6 网视频主持人，首席财经评论员。齐俊杰经常以媒体评论员、媒体观察员身份参加中央电

视台、北京电视台、以及各省级卫视的节目录制，并以犀利的观点通俗易懂的语言，形成了自己财

经评论点评的特色。

最近股债汇商品，资本市场上能跌的都在下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美元在走强，进入了收

割模式，而之前我们也说，为了在谈判桌上不至于被动，之前我们一直压着人民币没有贬值，怕美

国人不高兴，现在既然撕下了所有伪善，我们也就无所顾忌。最近人民币贬值的速度越来越快，随

着美元指数来到 95 关口，人民币最近一周贬值了 1%，按照这个趋势，这波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破 7

是个大概率事件。

还得说房地产的问题，由于楼市巨大泡沫的存在，已经严重挤压了货币政策的空间，让本该光

明正大的降准，总是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无风险收益率降不下来，经济表现就会越来越差，

存款利率比美国低，经济表现也不及预期，那么热钱必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尽快撤离，由于这些

热钱进来的时候都是光明正大的，有额度的，人家走你不能设置障碍，所以他们就拿人民币去银行

兑换美元，而银行收上来人民币，再到外管局换成美元之后，给他们，这批人民币就回到央行体系

被注销了。所以表现就是外汇储备下降，国内人民币减少。

我们也看到随着美元持续升值，外储压力开始加大，4 月份外储下降 180 亿美元，5 月又降了

142 亿美元，虽然规模还不大，但这是在顺差下出现的，未来随着贸易整体下降，美元指数持续走

高，估计外储流出规模会越来越大，很可能会重现 2016 年底的情况。几个月流失几千亿美元。央行

的资产负债表上，跟我们个人的资产负债刚好相反，我们认为存人民币是资产，央行发放的人民币

是负债，他的资产是外汇储备，如果外储下降，那么国内人民币也会相应减少。有人说不对啊，央

行可以开动印钞机，注水人民币啊。那都是我们一厢情愿而已，货币好印，甚至现在都不用印钞，

在电脑上敲几个零就行，但问题是你得有渠道投放，你敲的零越多，大家对人民币的信心就越缺失，

从银行体系回来的人民币就越多，这些人民币会换走你的美元资产，你猜央行怎么想，他还敢不敢

这么干。毕竟对央行来说，人民币可以随便印，但美元资产就这么多。

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选择。

第一保汇率还是保房价，这个前年就在讨论，但根本不成立，因为汇率保不住，房价就不存在

了。外汇走掉了，国内的人民币也就都回到央行体系被注销了。国内流动性不足，房价一定也保不

住。虽然我们的 M2 有 170 万亿，但实际流通中的货币也就 30 几万亿，外汇储备 3 万亿美元，大概

占了一半所以这个冲击巨大。

第二个选择，保汇率还是保外储，这个还有一定道理，但也仅限于人民币小幅贬值，而不能是

急速的趋势性贬值，否则汇率大跌，外储也必然保不住。而曲线的，缓慢的阴跌式的贬值，倒是有

https://baike.so.com/doc/7060431.html
https://baike.so.com/doc/4811770.html
https://baike.so.com/doc/481177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256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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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缓解外储压力。因为你让汇率贬值，你兑换给国际资本的美元就减少了，这也有利于释放一些

市场的流动性。现在人民币明显高估，我们也有这个贬值的空间。

所以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很复杂，汇率高估，房价高估，资本市场低估和经济潜力低估，两极

化非常明显，现在要先把汇率恢复常态，让人民币对外贬值，但由于我们特殊的结售汇制度，所以

人民币外贬一定内升，会主动的刺破泡沫，造成国内的流动性紧张，所以我们看到美元升值，国内

股市就会有明显的压力。

综合来看，有几个判断：

1、人民币还需要贬值，让币值回归常态，估计这波贬值会看到 1:7 的汇率。

2、人民币在贬值过程中，国内流动性越来越差，股市，债市，汇市，商品表现都不会好，会继

续这种四杀的局面，央行必须要进一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但同时也要防止资金流入楼市。前面很

简单，但后面很艰难。但我们也看到，国人抛弃的股市，正在被外资抄底，qfii 额度不断增加，北

上资金不断流入，A 股的估值基本处于历史低估水平。目前在全世界范围也是最低的。现在国家也

乐于看到这种情况，资本市场外资流入，也能缓解热钱流出的压力。所以现在股市低点，对于保外

储有好处，可以减缓外储下降的速度。

3、外储会继续下降，压力巨大，我们早就说了，2015 年对国际形势的误判，错误的房地产放

水，搞大水牛，让我们损失了上万亿的外储，虽然后来认错了，也搞了房住不炒，但依然没有效果，

房价还在高位，这就让国内的思想始终无法统一。一个无法统一思想的球队很难赢得比赛，一个经

济政策更是如此。估计这次美元百点行军，所带来的损失仍然不会小，外储仍将有几千亿美元的损

失。

4、楼市已经成了中国经济的最大顽疾，就像一个瘤子越长越大，你越是下不去手做手术，他就

越膨胀。现在他已经关系到你的生命，估计后面为了防止外储流失，更多的城市会加大限售的力度。

不让楼市里的钱出来套现。所以楼市的流动性会进一步降低。甚至不排除拆掉银行贷款。让楼市变

成一潭死水，与世隔绝。目的就是不能让他再涨了，但也决不希望它现在跌。所以只能在冻结的手

段上不断加码。

———————————————————————————————————————————

降准+一二线“堵漏”，棚改缩量难让三四线楼市短期降温
CRIC 研究中心杨科伟、俞倩倩 2018-06-26

近日，上海、西安、长沙、贵阳、青岛、杭州等多城市加码调控，普遍暂停企业购买商品住

房，同时也对“离婚买房”、“先落户再购房”等渠道逐个“堵漏”。而与此同时，市场又传言

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安置项目的合同审批权限上收至国开行总行，安置方式也将以实物安置

为主，在三四线市场前期启动“涨价去库存”中起到重要激发作用的货币化安置逐渐淡出。针对

不同能级市场的两种操作，在连续降准的背景下，不同能级城市的“因城施政”否达到预期效果？

01 一、二线城市以“控房价”加码 “四限”精细化限购“查漏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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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热点二线城市的调控仍以“控房价”为核心，在原有的“四限”的基础上逐步细化，

保障刚性购房需求，遏制投机炒房，促进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从近日出台政策的城市和新政力

度看，不难发现：

依据各城市的市场热度情况，调控的方式、力度也存在显著差异，“因城施政”思路更为清

晰。西安、贵阳此前均被中央“约谈”，贵阳房价已经得到了有效控制，因而政策调控的力度也

相对较轻，主要在于规范市场，通过集中巡查项目，停业整顿散布涨价信息、首付贷、违规认筹

等行为，达到“敲山震虎”目的。

针对房价上涨过快的城市，政府在不断加码调控做到“亡羊补牢”。青岛、长沙、西安 5 月

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增幅均超 1.5%，位于 31 城前列，政策的力度也相应较大。青岛高新区提

出摇号新规，将限购范围从“自然人”调整为“家庭”，长沙则是将二套房首付比例调整到不低

于 60%，并暂停企业在限购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同时拉长“限售”年限到 5 年。

目前，政策已经精细化到“无孔不入”，逐个堵死“离婚买房”、“企业买房”、“先落户

再购房”等炒房的政策漏洞。如长沙政府已明确出台了未成年人不得单独购买商品住房。落户学

校集体户口的在校大学生，不得在限购区域内购买商品住房。夫妻离异后，任何一方 2 年内购买

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前家庭总套数计算。上海、西安、长沙、杭州等都暂停向企

事业单位及其他机构销售商品住房。

02 三四线城市棚改货币化安置收紧 难改短期整体市场高热走势

针对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安置，只是国开行总行回收合同审批权限，但并未暂停所有棚

改项目，目前仍在进行中的项目依然继续执行。

我们认为，此时的“收紧”也在情理之中，一方面，诸多城市市场已经从“去库存”进入到

现在的“补库存”境地，刺激性措施有必要退坡淡出；另一方面，对地方政府而言，推动货币化

安置的能动性也大不如前，三四线的楼市市场已然回暖，去库存效果显著，供需两旺，棚改货币

化安置作为催化剂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必要继续扩大地方政府负债水平，以实物安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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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有效的将拆迁户的购房需求从存量市场迁移到增量市场，大量新建商品住宅也会促进本地固

定资产投资额的稳步提升和 GDP 的持续增长。

而本轮三四线市场的持续火热是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棚改货币化安置只是在打破三四线

市场“一潭死水”僵局的开始起到激活器的作用，并不是市场持续高热的核心动因。既有地方政

府市场供应的主动调整，也有居民购买能力持续积累的支持，既有当地的存量自住需求，也有持

续资产荒背景下的一二线资金需求外溢，以及大量外出工人人口回流带来的返乡置业投资需求。

而这一系列推动因素尚未发生本质改变，所以即便棚改货币化安置规模缩减，也不会即刻对三四

线城市市场高热走势造成“釜底抽薪”的影响。

综合而言，持续降准的大背景下，“资产荒”的程度只会有增无减，结合不同能级城市的差

异化调控，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首先是一、二线刚需客群将迎来难得的购房窗口期，“降准”、

“限购堵漏”、“刚需优先”等政策都给足了空间；其次是三四线的市场热度将维持较长的时间，

调整会比预期大大延迟。不得不说，在核心一、二线提升购房门槛后，加剧的“资产荒”会倒逼

资金继续流入政策宽松的三四线城市，虽然货币化安置已经收紧，但在外部资金的涌入下，供不

应求的市场格局必然使房价面临较大的上行压力。

——————————————————————————————————————————

再“降准”强化放松预期，效果将很快体现在房价上
文／CRIC 研究中心杨科伟、柏品慧 2018-06-26

央行决定从 7 月 5 日起，下调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城市商

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以便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

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央行年内两次定向降准，是否预示着货币政策转向？又将给房地产市场

带来什么影响？

01 购房者去杠杆信心将被削弱 货币政策预期转向中性偏积极

从央行负责人发言来看，此番定向降准意在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

一方面，下调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十二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可释

放资金约 5000 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市场化法制化“债转股”；另一方面，下调邮政储蓄银行、城

市商业银行、非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可释放资金约 2000

亿元，主要用于支持小微企业信贷，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

对比 2018 年前后两次定向降准，4 月份降准主要是为之后出台的资管新规铺路，从而缓解资

管新规导致的银行间市场流动性紧张，避免因信贷资金过于紧绷诱发实体经济节点性融资困难，

甚至牵连到债券、股票、外汇等资本市场。此次降准实质性意图却不尽相同，并非刻意营造相较

宽松的时间窗口期，短期内诸如资管新规细则这类金融强监管措施较难落地。因此，此番降准难

免会释放货币政策放松预期，市场对于年内再次降准更是多有期待。

尽管央行多次重申 2018 年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着力加强金融去杠杆，切实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但是在连续降准的作用下，似有重走刺激性老路的错觉，货币政策预期或将由稳健中性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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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中性偏积极。货币政策预期频繁转变，负面效应不容忽视：一方面，往往会加剧“尾大不掉”、

刚性兑付的一致预期，意即一旦实体经济出现下行风险，货币资金池开闸放水将接踵而至。而在

信贷资金脱实向虚的大背景下，或将进一步推升资产价格泡沫，给未来违约风险埋下深深的隐患；

另一方面，金融去杠杆信心将明显削弱，货币政策积极取向难免会激发企业相较高涨的投资热情，

甚至是那些产能过剩行业也按捺不住重启刺激性投资的惯性思维，这与金融去杠杆的初衷显然是

背道而驰。

02 三季度楼市料将反弹，房价继续攀升 助力全年行业销售或再创新高

纵观历次降准周期，定向降准只能做到央行到商业银行这一步，央行与监管部门实难把控最

终的资金流向。长期以来，房地产市场资金虹吸效应显著，住户部门新增短期以及中长期贷款占

比持续高位运行，显示房地产市场仍是巨额信贷资金的重要出口。因此，历次降准周期房地产市

场均出现一波成交放量上涨行情。

以 4 月份定向降准为例，5 月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金额同比分别增长 8%和 21%，增速创 2017

年 7 月份以来新高，市场渐有回暖之意。具体到各线城市，一、二线城市明显加快供应节奏，成

交量低位回升，三四线城市市场热度仍在延续，成交量依旧维持在较高水平。

受惠于定向降准，短期内房地产市场将迎来难得的销售窗口期，对购房者而言，无论是恐慌

性还是投资性购房需求将加速进场，而在供应普遍不足的情况下，房价依旧面临着较大的上涨压

力，有望延续稳步上行的基本格局，市场热度有望延续，成交量将持续高位运行。

不可否认的是，三四线城市依旧面临一定的调整压力，企业层面也是普遍焦虑，竭力压缩项

目开发销售周期，使出各种营销手段以期实现抢业绩、抢回款的目标。如果后续仍有降准操作，

我们认为势必助力 2018 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将再创新高，一、二线城市成交量将低位强势回升，三

四线城市市场热度维持。

综合而言，央行再次定向降准明显削弱金融去杠杆信心，货币政策预期已然转向中性偏积极，

市场势必对于下半年继续降准的预期高涨。三季度房地产市场进入难得的销售窗口期，成交量价

将双双上行，再供应不济情况下，房价将延续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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