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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我们把居民杠杆做了深入定量化研究，有两个结论：1，居民在给居民加杠杆，且可以量化

分析出未来几年趋势。2，杠杆引导过往基本面繁荣，未来持续性很强。 

 

居民给居民加杠杆，指银行补偿每年住房杠杆本金偿还所发放的贷款。正是由于居民给居

民加杠杆，金融机构总体给地产加杠杆能力大幅提升。估算 2019 年对应按揭偿还所发放新

按揭为 3.04 万亿，对应短期消费贷偿还所发放购房杠杆为 2.8 万亿，合计 5.8 万亿。此外，

估算 2019 年发放总按揭贷款 7.58 万亿。 

 

进一步拆分本金偿还的两部分：按揭偿还和短期消费贷偿还。如下： 

1，按揭偿还分为：正常偿还、全部早偿、部分早偿。结构来看，2019 年对应偿还发放的

3.04 万亿中，金额分别为 1.25 万亿、1.37 万亿、0.42 万亿。2，居民短期消费贷，今年

由于偿还流入地产领域的金额为 2.8 万亿。 

 

杠杆是过去五年基本面上行的核心驱动力。宏观角度，估算 2019 年金融机构给全国 75%的

购房套数提供了房屋成交价值 70%的金融杠杆。如果只考虑按揭，那么按揭给全国 64%成交

套数提供了平均交易价值 60%的按揭杠杆，2019 年房屋总成交 2000 万套，全年按揭发放笔

数达到 1285 万套。中观角度看，过去三年销售增速超预期的省份，基本都对应着居民杠杆

率更快速的提升。2019 年至今，青海新房销售金额同比增速为 26.95%，而新增居民贷款同

比增速为 244.54%；新疆销售金额增速 15.28%，新增居民贷款增速为 134.01%；宁夏销售金

额增速 2.94%，新增居民贷款同比增速 89.51%。2018 年，云南新房销售金额同比增速 33%，

新增居民贷款同比增速为 53%；陕西新房销售金额同比增速 28%，新增居民贷款同比增速

51%。从宏观和中观数据，我们认为显然是杠杆拉动的销售。 

 

未来杠杆仍将持续。中国目前给地产加杠杆在资金供给端还是被严重抑制的，需求绝不是

瓶颈，供给是。仅从按揭角度比较，美国 1992-2006 年每年新增总贷款中新增按揭占比平

均高达 65%，而中国 2015-2018 年过去四年平均为 28%。 

 

但目前杠杆的风险仍然相对较小。1，中国的人口纵深足够大，导致使用居民杠杆率衡量风

险严重失真，目前城市 3.4 亿套住房，只有 8100 万套左右有按揭，而这里大部分人是享受

了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存量财富的提升，用居民杠杆率这一流量数据来衡量风险严重失真。

2，中国按揭目前基本都还是优质客户，根据央行每年抽样调查的结果，2012-2016 年按揭

申请者平均收入是所在城市平均水平的 2-4 倍，未来大概率仍能保持较高水平。3，中国按

揭未偿余额占房地产总金额的比重很低，2019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9.8 万亿）相当于

城镇存量住房市场价值的 10%，而美国这一比例为 40%。 

 

投资建议：居民大量给居民加杠杆，大幅度提升了银行整体给居民加杠杆的能力，这支撑

了房地产过去几年的繁荣。未来，居民给居民加杠杆和银行给居民加杠杆趋势都将延续，

将给房地产基本面带来很大支撑，将引导地产基本面长期稳定上行。坚定看好龙头地产公

司长期发展趋势，强烈推荐万科 A、保利地产、招商蛇口，同时坚定看好其他地产核心资产，

同时也看好受益地产销售、开工、投资、竣工长期趋势向上的标的，如物业类公司。 

 

 

 风险提示：大幅度收紧消费贷、按揭等居民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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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我们把居民杠杆做了深入定量化研究，有两个结论：1，居民在给居民加杠杆，且

可以量化分析出未来几年趋势。2，杠杆引导过往基本面繁荣，未来持续性很强。 

 

居民给居民加杠杆，主要指银行补偿每年住房杠杆本金偿还所发放的贷款。此时，

银行更像一个通道，居民偿还和给居民发放相互抵消，不体现为余额变化。但是

这部分发放却体现为对地产销售金额贡献。 

 

估算 2019 年对应按揭偿还所发放新按揭为 3.04 万亿，对应短期消费贷偿还所发

放购房杠杆为 2.8 万亿，合计 5.8 万亿。 

 

这部分对应的杠杆已经大于净增加居民购房杠杆，也可以描述为居民部门杠杆内

部结构性变动影响已经超越金融部门给居民部门整体施加购房杠杆影响，而这是

居民杠杆总量达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这种结构性变动非常重要。偿还这种契约式的不受调控影响的金融行为，大幅度

提升了金融机构总体给地产加杠杆能力，比如 2019 年按揭发放总金额为 7.58 万

亿。 

 

具体分析来看，本金偿还今年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且未来随着总体余额增长持续

增加。2019 年按揭部分对应偿还的发放为 3.04 万亿，预期 2022 年达到 4.4 万亿，

而 2014 年只有 1.1 万亿；短期消费贷今年对应发放估算为 2.8 万亿，且未来也随

着余额增长而增加。 

 

进一步具体拆分本金偿还的两部分：1，按揭偿还；2，短期消费贷偿还。具体如

下： 

1，按揭偿还分为：正常偿还、全部早偿、部分早偿。结构来看，2019 年对应偿

还发放的 3.04 万亿中，金额分别为 1.25 万亿、1.37 万亿、0.42 万亿，占比分别为

41%、45%、14%。 

 

2，居民短期消费贷，今年由于偿还流入地产领域的金额为 2.8 万亿。短期消费贷

期限小于 1 年，每年产生大量的偿还，实际总发放金额远大于净增加额。2019 年，

短期消费贷净增加额为 1 万亿，实际总发放金额约为 18.6 万亿，测算流入地产领

域的比重为 42%，剔除循环借贷因素后，得出之前结果。 

 

杠杆是过去五年基本面上行的核心驱动力。宏观角度，估算 2019年金融机构给全

国 75%的购房套数提供了房屋成交价值 70%的金融杠杆。如果只考虑按揭，那么按

揭给全国 64%成交套数提供了平均交易价值 60%的按揭杠杆，2019 年房屋总成交

2000 万套，全年按揭发放笔数达到 1285 万套。中观角度看，过去三年销售增速

超预期的省份，基本都对应着居民杠杆率更快速的提升。2019年至今，青海新房

销售金额同比增速为 26.95%，而新增居民贷款同比增速为 244.54%；新疆销售金

额增速 15.28%，新增居民贷款增速为 134.01%；宁夏销售金额增速 2.94%，新增

居民贷款同比增速 89.51%。2018年，云南新房销售金额同比增速 33%，新增居民

贷款同比增速为 53%；陕西新房销售金额同比增速 28%，新增居民贷款同比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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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未来杠杆仍将持续。中国目前给地产加杠杆在资金供给端还是被严重抑制的，需

求绝不是瓶颈，供给是。仅从按揭角度比较，美国 1992-2006 年每年新增总贷款

中新增按揭占比平均高达 65%。而中国 2015-2018年过去四年平均为 28%。 

 

但目前杠杆的风险仍然相对较小。1，中国的人口纵深足够大，导致使用居民杠杆

率衡量风险严重失真，目前城市 3.4 亿套住房，只有 8100 万套左右有按揭，而

这里大部分人是享受了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存量财富的提升，用居民杠杆率这一

流量数据来衡量风险严重失真。2，中国按揭目前基本都还是优质客户，根据央行

每年抽样调查的结果，2012-2016 年按揭申请者平均收入是所在城市平均水平的

2-4 倍，未来大概率仍能保持较高水平。3，中国按揭未偿余额占房地产总金额的

比重很低，2019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9.8 万亿）相当于城镇存量住房市场

价值的 10%，而美国这一比例为 40%。 

 

第一部分 居民在给居民加杠杆 

居民给居民加杠杆，主要指银行补偿每年住房杠杆本金偿还所发放的贷款。此时，

银行更像一个通道，居民偿还和给居民发放相互抵消，不体现为余额变化。但是

这部分发放却体现为对地产销售金额贡献。 

 

估算 2019 年对应按揭偿还所发放新按揭为 3.04 万亿，对应短期消费贷偿还所发

放购房杠杆为 2.8 万亿，合计 5.8 万亿。 

 

这部分对应的杠杆已经大于净增加居民购房杠杆，也可以描述为居民部门杠杆内

部结构性变动影响已经超越金融部门给居民部门整体施加购房杠杆影响，而这是

居民杠杆总量达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这种结构性变动非常重要。偿还这种契约式的不受调控影响的金融行为，大幅度

提升了金融机构总体给地产加杠杆能力。  

 

具体分析来看，本金偿还今年已经达到很高水平，且未来随着总体余额增长持续

增加。2019 年按揭部分对应偿还的发放为 3.04 万亿，预期 2022 年达到 4.4 万亿，

而 2014 年只有 1.1 万亿；短期消费贷今年对应发放估算为 2.8 万亿，且未来也随

着余额增长而增加。 

 

进一步具体拆分本金偿还的两部分：1，按揭偿还；2，短期消费贷偿还。具体如

下： 

1，按揭偿还分为：正常偿还、全部早偿、部分早偿。结构来看，2019 年对应偿

还发放的 3.04 万亿中，金额分别为 1.25 万亿、1.37 万亿、0.42 万亿，占比分别为

41%、45%、14%。 

 

按揭贷款总偿还金额在前期较高。拆分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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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常偿还：居民一次性加杠杆后，缓慢被动去杠杆。趋势来看，正常偿还金

额在前期较高。 

（2）全部早偿：一次性主动降杠杆行为，与二手房交易高度相关。趋势来看，全

部早偿金额通常在发放后第 3 年达到较高水平。 

（3）部分早偿：部分主动降杠杆，主要和账龄相关，贷款发放后 1-3 年部分早偿

金额较高。 

 

2，居民短期消费贷，今年由于偿还流入地产领域的金额为 2.8 万亿。短期消费贷

期限小于 1 年，每年产生大量的偿还，实际总发放金额远大于净增加额。2019 年，

短期消费贷净增加额为 1 万亿，实际总发放金额约为 18.6 万亿，测算流入地产领

域的比重为 42%，剔除重复借贷的影响，估计流入地产领域的金额为 3 万亿，其

中由于偿还流入地产领域的金额为 2.8 万亿，由于新增流入地产领域的金额为 0.16

万亿。未来趋势也是将随着余额增长而增长。 

 

如考虑中小企业经营贷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杠杆比例更高。 

 

1、测算 2019 年按揭偿还 3.04 万亿，预期 2022年达到 4.4 万亿 

2019 年我们测算银行按揭总发放金额是 7.58 万亿，其中对应偿还的发放金额为

3.04 万亿，此外还有 MBS 出表。已经有按揭的居民通过偿还降杠杆，给其他居

民加杠杆。这部分并不带来住房贷款余额的提升，仅仅是按揭杠杆在居民部门内

部转移。按揭偿还主要有：正常偿还，全部早偿，部分早偿。我们测算，2019 年

按揭偿还金额 3.04 万亿，较此前大幅提升；预期 2022 年达到 4.4 万亿，甚至超过

目前每年 4 万亿左右净新增金额。 

 

图表 1、2013 年以来历年偿还金额测算（万亿） 

 
数据来源：中债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偿还率根据四大行平均计算，偿还率=当年偿还金额/年初余额 

 

1.1 正常偿还 

正常偿还是居民一次性大规模加杠杆，此后在贷款合同约束下每期偿还，缓慢降

杠杆。趋势来看，正常偿还金额通常在贷款发放后前期较高，逐年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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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偿还率主要受贷款期限和利率影响，在等额本息方式下，正常偿还率逐年增

高，偿还集中在后期。我国按揭贷款偿还以等额本息为主，在没有早偿的情况下，

本金偿还随着账龄增加，正常偿还率越来越高。 

 

但在早偿存在的情况下，偿还集中在前期。虽然正常偿还率提升，然而正常偿还

金额减少，因为早偿带来的本金减少程度可能超过早偿率提升的幅度。我们测算

在早偿率 8%的情况下，总偿还金额集中在前期，此后递减；而正常偿还金额基本

逐年减少。（注：早偿率假设如下，第 1 年=1.5%，第 2 年=4%，第 3 年=6%，此

后均为 8%。） 

 

图表 2、每年偿还本金/初始本金——不考虑早偿 图表 3、每年偿还本金/初始本金——考虑早偿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假设合同期限 20 年，利率 5.5%，早偿率=0%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假设早偿率如下，第 1 年=1.5%，第 2 年=4%，第 3 年=6%，

此后均为 8%。合同期限 20 年，利率 5.5% 

 

1.2 全部早偿 

全部早偿是居民一次性主动降杠杆行为，与二手房交易高度相关，并且在贷款发

放后第 3 年达到较高水平。全部早偿与二手房交易高度相关，因为出售房屋需要

还清贷款，居民通过资产变现一次性还清贷款降杠杆。而在贷款发放初期，全部

早偿率较低，因出售房屋的意愿较低，并且受交易限制以及银行违约金制约。全

部早偿率一般在第 3 年达到较高水平，此后仍呈提升趋势。这里一部分是同一主

体偿还后加更多杠杆进入市场，但是完全不影响结论。 

 

我们分析了 3 家大型银行共 191 个子样本的情况，发现全部早偿率的两个特征：1，

全部早偿率与二手房交易有一定相关性；2，全部早偿率在贷款发放后第 3 年达到

较高水平，此后仍有提升趋势。 

早偿率与二手房交易高度相关。月度数据来看，全部早偿率与二手房交易变动趋

势高度相关。此外，年度数据来看，样本在 2016 年平均全部早偿率为 6.9%，高

于 2018 年 5.2%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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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全部早偿也和账龄有一定关系，在贷款发放前期，全部早偿率较低。根据样

本数据，在贷款发放的前期，全部早偿率较低，第 3 年基本达到 6%的水平，此后

仍然提升。 

 

图表 4、全部早偿率与二手房交易高度相关 图表 5、全部早偿率在第 3 年达到较高水平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采用年化早偿率，根据月度早偿率计算。 

数据来源：中债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3 部分早偿 

部分早偿是贷款人因收入、财富等大幅改善，提前偿还一部分贷款，主动降杠杆。

趋势来看，部分早偿率主要跟账龄有关，发放后第 1-3 年部分早偿率较高。 

 

我们分析了两家大型银行 2009 年以来、2011 年以来几乎全部住房贷款的部分早

偿情况，一共涉及 144 个子样本，最长时间跨度为 10 年。发现两个特征：1，部

分早偿率基本在 2%以内；2，部分早偿率主要跟账龄相关，贷款发放当年早偿率

较低，此后 1-3 年保持较高水平，约为 2%左右，此后逐年递减。 

 

图表 6、部分早偿率取值一般在 1%-2%（动态样本） 图表 7、部分早偿率与账龄有关 

  

数据来源：中债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中债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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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未来按揭三个部分整体对应偿还部分的发放金额将随余额增加。 

 

结合前面三个部分具体分析，整体来看按揭余额增长就是会带来偿还金额的增长。

另一方面，当前按揭贷款年限构成结构会导致未来几年按揭偿还加速增长。当前

余额中，以近年来新发放贷款为主，而近几年金额要远大于之前，由于新发放贷

款的偿还贡献更高，预期未来几年按揭偿还加速增长。我们测算三家大型银行数

据，截止 2018 年末住房贷款存量中，2015 年以来发放占比 75%；而 2018 年偿还

主要来自 2015-2017 年发放贷款，占比 66%。 

 

图表 8、2018 年末存量住房贷款结构测算-按发放时间 图表 9、2018 年总偿还金额分布-按贷款发放时间 

  

数据来源：中债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数据解释，在截至 2018 年末的住房贷款余额中，2018 年发

放的占比 24%。  

数据来源：中债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未来五年，按揭对应偿还的发放金额将持续增加，超过当前净新增金额。2022 年

测算达到 4.4 万亿，超过当前净新增水平。我们根据历史数据分别模拟 2010 年以

来，每年发放的按揭贷款的正常偿还率、全部早偿率、部分早偿率，并且以 2018

年末存量结构为依据，逐年推算，计算每年偿还金额。同时，假定每年净新增 4

万亿，MBS 出表 0.5 万亿。 

 

图表 10、未来每年偿还金额测算（单位：万亿） 

 
数据来源：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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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费短贷对应偿还部分支撑地产杠杆 2.8万亿 

居民短期消费贷，对应偿还部分支撑地产杠杆 2.8 万亿。短期消费贷期限小于 1

年，每年产生大量偿还，实际总发放金额远大于净增加额。2019 年，短期消费贷

净增加额为 1 万亿，实际总发放金额约为 18.6 万亿，测算流入地产领域的比重为

42%，剔除重复借贷的影响，估算流入地产领域的金额为 3 万亿，其中由于偿还

流入地产领域的金额为 2.8 万亿，由于新增流入地产领域的金额为 0.16 万亿。 

2.1 今年居民短期消费贷总发放金额是 18.6万亿而并非 1万亿左右 

居民短期消费贷期限小于 1 年，每年产生大量的偿还，导致其实际总投放金额远

大于净增加额（年末余额相减）。2019 年 1-10 月，居民短期消费贷净增加额为 0.8

万亿，预计全年净增加 1 万亿，但从流量角度，今年居民短期消费贷的总发放金

额至少为 18.6 万亿而非 1 万亿（2018 年末，居民短期消费贷余额为 8.8 万亿）。

我们计算了市场上所有的 17 个有周转样本的商业银行消费贷 ABS 样本数据，平

均来看，居民短期消费贷周转率为 2.1 倍。 

 

图表 11、商业银行居民短期消费贷周转率平均为 2.1 倍 

年份 宁波银行 杭州银行 兴业银行 常熟农商行 南京银行 

2012 2.90 
   

 

2013 3.15 
   

 

2014 2.76 1.56 
  

2.80 

2015 3.37 3.03 
 

2.1 2.22 

2016 3.08 2.48 1.3 6.4  

2017 
 

2.04 1.6 2.7  

2018   1.2   

数据来源：中债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居民短期消费贷周转率=（每年总投放居民短期消费贷—当年居民短期消费贷净增加额）/ 年

初居民短期消费贷余额 

 

 

 

2.2 居民短期消费贷可能大量流入地产领域 

估算居民短期消费贷中流入地产领域的比重为 42%。我们测算了披露消费贷用途

的全部 45 个 ABS 样本数据，主要包括宁波银行、杭州银行、兴业银行、广发银

行近几年发放的所有消费贷 ABS 产品，在消费贷用途披露中，与买房紧密相关的

装修贷所占比重加权平均为 42%。考虑到其他用途占比的出入，我们认为以 42%

作为流入地产领域的比例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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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与买房紧密相关的装修贷占比达到 42% 

发行主体 债券名称 发行金额（亿） 装修贷金额占比 

宁波银行 

永动 2019 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 45 51.7% 

永动 2018 年第二期个人消费贷 48 33.2% 

永动 2018 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 30 90.9% 

永动 2017 年第二期个人消费贷 30 32.3% 

永动 2017 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 10 25.6% 

永动 2015 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 20 30.3% 

杭州银行 

幸福 2019 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 30 64.4% 

幸福 2018 年第二期个人消费贷 30 34.5% 

幸福 2018 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 10 54.6% 

兴业银行 

兴晴 2019 年第二期个人消费贷 19.8 57.9% 

兴晴 2019 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 20.8 86.7% 

兴晴 2018 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 15.7 86.4% 

广发银行 

臻元 2018 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 21.2 23.6% 

臻元 2017 年第二期个人消费贷 21.7 20.4% 

臻元 2017 年第一期个人消费贷 29.1 25.9% 

数据来源：中债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剔除循环借贷因素，测算今年真正流入地产领域的消费贷预计在 2.8 万亿。测算

真正流入地产领域的消费贷，需要剔除循环借贷因素，否则会导致重复计算。循

环借贷发生在以下三种情况：1，信用卡正常的刷卡消费，一般账期在 1-3 个月左

右；2，不同银行间的借新还旧行为；3，单个银行授信额度内的循环借贷。分别

测算三种情况的循环贷款占比为 17%、20%和 25%。（根据主要银行发放的 45 个

ABS 产品明细披露，1-3 个月账龄的贷款金额占比为 17%；根据某商业银行披露

的信用卡循环贷款余额占信用卡总贷款的比重为 25%。） 

2.3 消费贷未来趋势将持续增长 

由上分析，消费贷未来趋势会随余额增长而增长，而我们认为消费贷余额会持续

增长，其本质是商业银行在资产荒背景下，对居民贷款的偏好很难改变。 

 

图表 13、居民短期消费贷从 2017 年开始爆发 图表 14、居民短期消费贷余额快速增长至 9.6 万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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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从具体数据看，可能意味着一二线在给三四线居民加杠杆 

今年以来，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新增居民短期消费贷大幅减少，对应中小银行

新增居民短期消费贷大幅增长，从数据看，可能意味着一二线在给三四线居民加

杠杆。 

  

2019 年上半年，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新增居民短期消费贷同比是大幅减少的，

部分银行的居民短期消费贷余额也出现了下降，说明在其主要布局的核心城市产

生了大量的偿还，偿还金额超过了发放金额。而以三四线城市为主要布局的中小

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等，新增居民短期消费贷同比大幅增长，居民短贷的偿还金

额远小于发放金额。 

图表 15、国有大行及股份制银行新增居民短期消费贷同比大幅减少（%）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部分银行仅公布了信用卡应收账款的数据，因信用卡贷款在短期消费贷中占比超过 60%，因此用信用

卡应收账款变动情况代替。 

 

图表 16、中小银行新增个人贷款同比增速大幅提升（%）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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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微企业经营贷和居民短期经营贷今年增速也大幅提升。 

 

根据草根调研了解的情况，部分小微企业经营贷，最终也流入了地产领域。截至

2019Q3，累计新增普惠小微贷款 1.77 万亿，同比增长 84.3%，普惠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为 11.27 万亿，同比增长 23.3%。普惠小微贷款指单户授信 500 万元以下的小

型微型企业法人贷款以及小微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性贷款，具有审核流程简

单，放款速度较快，融资利率较低等优势，由于在发放时审核条件较为宽松，也

有较大概率流入地产领域。 

 

图表 17、普惠小微贷款也快速增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同时，居民短期消费贷和居民短期经营贷此消彼长。在今年短期消费贷监管全面

收紧时，居民短期经营贷同比快速增长。 

 

图表 18、居民短期消费贷和居民短期经营贷此消彼长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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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杠杆引导过往基本面繁荣，未来持续性很强 

杠杆引导了过往基本面繁荣，未来持续性仍很强，目前风险相对较小。 

 

杠杆是过去五年基本面上行的核心驱动力。宏观角度，估算 2019年金融机构给全

国 75%的购房套数提供了房屋成交价值 70%的金融杠杆。如果只考虑按揭，那么按

揭给全国 64%成交套数提供了平均交易价值 60%的按揭杠杆。中观角度看，过去三

年销售增速超预期的省份，基本都对应着居民杠杆率更快速的提升。 

 

未来杠杆仍将持续。中国目前给地产加杠杆在资金供给端还是被严重抑制的，需

求绝不是瓶颈，供给是。仅从按揭角度比较，美国 1992-2006 年每年新增总贷款

中新增按揭占比平均高达 65%。而中国 2015-2018年过去四年平均为 28%。 

 

中国经济体的共性和独特性共同决定了商业银行在较大资产配置压力下，必然持

续给居民加杠杆。经济体的共性：经济增长中枢下行后，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出现

了居民杠杆率快速提升的现象。详细见系列深度 1 和 6。中国独特性：中国在开

启这一轮给居民加杠杆周期时，整体贷款存量和 M2余额已经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类

似阶段的对应水平。这使得我们资产荒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更加有给居民加杠

杆的动力和意愿。 

 

但目前杠杆的风险仍然相对较小。1，中国的人口纵深足够大，导致使用居民杠杆

率衡量风险严重失真，目前城市 3.4亿套住房，只有 8100万套左右有按揭，而这

里大部分人是享受了资产价格上涨带来的存量财富的提升。2，中国按揭目前基本

都还是优质客户，根据央行每年抽样调查的结果，2012-2016 年按揭申请者平均

收入是所在城市平均水平的 2-4倍，未来大概率仍能保持较高水平。3，中国按揭

未偿余额占房地产总金额的比重很低，2019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9.8万亿）

相当于城镇存量住房市场价值的 10%，而美国这一比例为 40%。 

 

图表 19、按揭发放核心数据 

指标名称 
年新房销售

套数合计 

二手房成交

套数 

年发放按揭

金额 

年发放按揭

贷款 

平均每笔按

揭贷款金额 

累计发放按

揭笔数 

未偿还按揭

笔数 

单位 万套 万套 万亿元 万笔 万元 万笔 万笔 

2016 1,282 506 6.90 1,168 59.1 8,079 5,839 

2017 1,336 421 6.32 1,192 53.0 9,271 6,659 

2018 1,330 420 7.01 1,230 57.0 10,501 7,417 

2019E 1,336 504 7.58 1,285 59.0 11,786 8,17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杠杆是过去五年基本面上行的核心驱动力 

杠杆是过去五年基本面持续上行的核心驱动力。宏观角度看，2019年为例，估算

金融机构给全国 75%的购房套数提供了房屋成交价值 70%的金融杠杆； 中观角度

看，过去三年全国持续超预期可以拆解为每年不同省份销售超预期，而这些销售

增速超预期省份，基本都对应着居民杠杆率更快速度的增长。所以我们完全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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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认为是杠杆引导了基本面上行。 

 

1）宏观角度 

2019 年成交套数中，64%使用了按揭。估算 2019年房屋总成交套数为 2000万套，

包括新房 1336 万套和二手房 671 万套，全年按揭发放笔数为 1285万笔，占总成

交套数的 64%，在使用按揭的人群中，按揭贷款与房屋价值的比例（LTV）平均是

60%。 

2019 年成交套数中，66%使用了按揭+公积金。全年公积金贷款发放笔数为 260万

套，其中只使用公积金未使用按揭的比例为 15%，考虑公积金后，杠杆使用笔数

为 1324万，占总成交套数的 66%。  

考虑消费贷、小企业经营贷、互联网金融平台贷款等，该比例会更高，估计达到

75%。 

图表 20、成交套数中 1524万套使用杠杆资金（2019年） 图表 21、总成交套数中 75%使用了杠杆资金（2019年）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

整理 

 

图表 22、按揭发放笔数/（新房+二手房套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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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3、2016-2019按揭发放笔数与新房销售套数基本相当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中观角度看，过去三年全国持续超预期可以拆解为每年不同省份销售超预期，

而这些销售增速超预期省份，基本都对应着居民杠杆率更快速度的增长。所以我

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是杠杆引导了基本面上行。 

图表 24、销售增速超预期省份，对应着居民杠杆率更快速度的增长（2019年至今）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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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5、销售增速超预期省份，对应着居民杠杆率更快速度的增长（2018年）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26、销售增速超预期省份，对应着居民杠杆率更快速度的增长（2017年） 

 

数据来源: 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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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杠杆未来持续性很强 

居民给居民加杠杆不会挤压创造信用的部分，因为需求不是瓶颈，总体购房杠杆

预期将持续增加，目前情况下，我们的居民购房杠杆发放在资金供给端仍然是严

重压缩的。 

 

1）经济体的共性：经济增长中枢下行后，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出现了居民杠杆率快

速提升的现象。详细见系列深度 1和 6。 

 

而中国目前给地产加杠杆在资金供给端还是被严重抑制的，需求绝不是瓶颈，供

给是。仅从按揭角度比较，美国 1992-2006 年每年新增总贷款中新增按揭占比平

均高达 65%。而中国 2015-2018 年过去四年平均为 28%。在国内微观调研中的很

多实际情况也可以验证资金供给被大幅抑制的结论。 

图表 27、美国商业银行新增按揭占总新增贷款的比重平均

为 65% （1992-2006） 

图表 28、过去 4年中国商业银行新增按揭占总新增贷款

的比重平均为 28% 

  
数据来源：CEI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中国独特性：中国在开启这一轮给居民加杠杆周期时，整体贷款存量和 M2 余

额已经显著高于其他国家类似阶段的对应水平。而中性货币政策下，经济增长需

要相匹配的货币增速，这使得中国的商业银行在经济增长中枢下行导致愈发严重

资产荒的同时，却不得不每年新增匹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更大体量的信用创造。

我们资产荒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更加有给居民加杠杆的动力和意愿。 

图表 29、中国 M2/GDP 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对应阶段  
中国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美国 德国 加拿大 

2013 1.87 1.71 1.29 1.29 0.66 0.81 0.66 

2014 1.92 1.74 1.34 1.28 0.67 0.82 0.68 

2015 2.03 1.73 1.35 1.23 0.68 0.86 0.71 

2016 2.09 1.78 1.39 1.28 0.71 0.88 0.77 

2017 2.06 1.82 1.38 1.24 0.71 0.89 0.78 

2018 1.99 1.85 1.43 1.23 0.70 0.90 0.81 

数据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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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共同决定了中国商业银行可能面临更大的资产配置压力。每年居民杠杆增加

趋势很难改变。至于居民给居民加杠杆部分，会随着余额的增加而增加。 

 

3、杠杆风险仍然相对较小 

1）中国的人口纵深足够大，导致使用居民杠杆率衡量风险严重失真。目前城市

3.4 亿套住房，只有 8100万套左右有按揭，而这里大部分人是享受了资产价格上

涨带来的存量财富的提升。因此居民杠杆率这一用流量数据来测算居民偿还能力

的指标有失偏颇，因为这里绝大多数人存量财富远远大于每年增量财富。 

 

图表 30、截止 2019 年末，未偿还按揭的笔数约为 8176万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中国按揭目前基本都还是优质客户。根据央行每年抽样调查的结果，2012-2016

年按揭申请者平均收入是所在城市平均水平的 2-4 倍。后面虽然数据缺失，但是

2017-2019年这三年新增加 3600 万户，占到总城市人群比例较低，非常大概率收

入仍保持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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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1、按揭申请者平均收入是所在城市平均水平的 2-4倍（2016年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表 32、按揭申请者平均收入是所在城市平均水平的 2-4倍（2015年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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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33、按揭申请者平均收入是所在城市平均水平的 2-4倍（2014年数据）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3）中国按揭未偿余额占房地产总金额的比重很低。这也是类似前面所讲的增量相

对于存量占比很低的现象。据推算，2019 年末，城镇存量住房价值约为 285 万亿

元，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9.8 万亿）相当于城镇存量住房市场价值的 10%。而美

国这一比例为 40%，截止 2018 年末，美国居民所有房屋总价值为 25.6 万亿美元，

住房按揭余额为 10.3 万亿美元。 

 

投资建议：居民大量给居民加杠杆，大幅度提升了银行整体给居民加杠杆的能力，

这支撑了房地产过去几年的繁荣。未来，居民给居民加杠杆和银行给居民加杠杆

趋势都将延续，将给房地产基本面带来很大支撑，将引导地产基本面长期稳定上

行。坚定看好龙头地产公司长期发展趋势，强烈推荐万科 A、保利地产、招商蛇

口，同时坚定看好其他地产核心资产，同时也看好受益地产销售、开工、投资、

竣工长期趋势向上的标的，如物业类公司。 

 

风险提示：大幅度收紧消费贷、按揭等居民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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