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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报告说明:

     博思数据发布的《2021-2027年中国银行贷款市场分析与行业调查报告》介绍了银行贷款行

业相关概述、中国银行贷款产业运行环境、分析了中国银行贷款行业的现状、中国银行贷款

行业竞争格局、对中国银行贷款行业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及中国银行贷款产业发展前

景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银行贷款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银行贷款行业，本报告是

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银行贷款，是指银行根据国家政策以一定的利率将资金贷放给资金需要者，并约定期限归

还的一种经济行为。一般要求提供担保、房屋抵押、或者收入证明、个人征信良好才可以申

请。

     而且，在不同的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时期，按各种标准划分出的贷款类型也是有差

异的。如美国的工商贷款主要有普通贷款限额、营运资本贷款、备用贷款承诺、项目贷款等

几种类型，而英国的工商业贷款多采用票据贴现、信贷账户和透支账户等形式。

     息差：资产端资源分配是息差分化的主因。&bull;规模：资本水平是规模增长分化的主因

。&bull;拨备：风险偏好、风控能力是拨备分化的主因。&bull;有效税率：预计银行增加地方

债配置，有效税率有望继续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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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8月有报道称监管部门有可能降低地方政府债券风险权重。假设地方政府债券的风险

权重由《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的20%降至0%，预计可释放贷款额度6.11万亿

元。

     具体测算方法如下，1）采用2019年3月地方政府债券在债券市场的托管余额作为地方债的

存量金额，假设银行持有其中的80%，地方债风险权重由20%降至0%。2）风险调整后释放的

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地方债余额*银行持有比例*风险权重变化的20%，得到风险权重调整后，

释放的风险加权资产约为3.06万亿元。3）由释放的风险加权资产推算实际可投放的信贷规模

，可投放信贷规模=释放的增量风险加权资产/信贷风险乘数。

 假设地方债权重降为0%可释放的贷款规模测算（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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