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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分信贷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变化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方面，也是科学制定货
币政策的前提条件。但我们直接观测到的银行信贷数据是信贷市场供需均衡的最终结果，往
往不能单独反映信贷供给或需求的及时动态。对此，我们创新性地根据贷款利率、贷款数量
的量价组合变化规律，采用符号约束 VAR 模型，试图具体识别信贷供给和需求冲击，并在
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分解方法区分我国各时期信贷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我
国信贷需求总体上具有顺周期性，而信贷供给具有逆周期性。结合其他现实宏观证据，上述
方法对信贷供给与需求变化的区分是基本可靠的。我们建议，在货币政策的调控过程中，应
加强对上述量价变化的组合分析，挖掘其信号显示作用及其更深层的经济内涵，从而为前瞻
性的科学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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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区分信贷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变化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方面，也是科学制定货
币政策的前提条件。但我们直接观测到的银行信贷数据是信贷市场供需均衡的最终结果，往
往不能单独反映信贷供给或需求的及时动态。对此，我们创新性地根据贷款利率、贷款数量
的量价组合变化规律，采用符号约束 VAR 模型，试图具体识别信贷供给和需求冲击，并在
此基础上运用历史分解方法区分我国各时期信贷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我
国信贷需求总体上具有顺周期性，而信贷供给具有逆周期性。结合其他现实宏观证据，上述
方法对信贷供给与需求变化的区分是基本可靠的。我们建议，在货币政策的调控过程中，应
加强对上述量价变化的组合分析，挖掘其信号显示作用及其更深层的经济内涵，从而为前瞻
性的科学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关键词：信贷供给、信贷需求、货币政策

一、引言
一般地，我们所观测到的银行信贷数据往往是信贷市场供需均衡的最终结果，并不能单
独反映信贷供给或需求的状况。例如，贷款利率的上行既可能来源于实体经济部门的信贷需
求提高，也可能来源于银行信贷供给的收紧（Bernanke and Gertler，1995；Oliner and
Rudebusch，1996）。因此，我们似乎难以通过直接观察既有数据来判断银行信贷变化主要
来源于供给方还是需求方的力量。目前已有的判断信贷需求、供给走势的方法主要是银行家
问卷调查，即询问信贷员对当前信贷供需的切身体会，但这将受限于信贷员的主观判断而产
生选择性偏差，并且数据收集成本较高不易获得（Kashyap and Stein，2000）。
区分信贷供给和需求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一是可为未来经济增长走势提供预判。例如，
信贷需求增长而推高贷款利率意味着近期经济增长走势较为强劲；相反，信贷供给下降而推
高贷款利率则表明中央银行或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收紧，可能引致经济增长放缓。二是可为科
学制定宏观经济决策提供及时参考。精确了解到信贷供需的扩张或收缩动力来源，能为信贷
市场的政策调控提供方向性指引。例如，若量价组合的信号显示信贷市场出现需求疲弱而供
给偏紧的势头，那么出台稳定信贷需求和放松信贷供给的政策可能是适宜的调控方向。
本文试图创新性地区分我国各时期信贷市场上的供给和需求状况。首先，我们提出了一
个识别信贷供给冲击、需求冲击的简单框架。如上文所言，在信贷市场上，信贷需求扩张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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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会引起贷款利率、数量同时上升；而信贷供给扩张则会引起贷款利率下降、数量上升，根
据此种量价组合的基本规律我们可以大致识别信贷供给和需求冲击。然后，我们运用符号约
束 VAR 模型（Sign Restriction VAR），分析我国各时期的信贷供给与需求状况。通过对贷
款利率、贷款数量的脉冲响应函数施加符号约束，我们筛选出了信贷供给、需求冲击，并运
用历史分解（Historical Decomposition）方法得出我国各期信贷供给和需求状况。最后，
我们结合宏观经济周期、货币政策立场的现实证据综合验证上述模型并提出政策建议。下文
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第三部分介绍了识别信贷供需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第四部
分进行模型构建以及实证分析；第五部分结合中国的宏观经济周期验证了上述模型的现实准
确性；第六部分是总结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
正如 Bernanke and Gertler（1995）、Peek 等（2003）指出，直接识别信贷供给和需
求冲击是件困难而极具政策意义的工作，已有文献多从以下两方面加以研究。一是采用银行
微观数据，直接通过微观指标衡量信贷供需状况。Ciccarelli et al（2010）使用了不公开
的欧元区银行信贷调查以及美国高级信贷员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中包含各季度商业银行向
央行汇报的信贷标准以及银行收到的信贷申请，可以分别衡量银行信贷供给与需求。二是采
用宏观经济数据，但通过改进 VAR 模型以识别信贷供需冲击（Helbling et al，2011；Busch
et al，2010)。De Nicolo and Lucchetta（2010）识别了 G7 国家信贷供需冲击及其对信贷
市场、实体经济和股市的影响。Hristov et al（2012）分离出了欧元区各国的信贷供给冲
击，发现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衰退很大程度上由负向信贷供给冲击引起，但该影响效应在欧
元区各国间有较大差异。
目前关于我国信贷供需冲击的文献较少。孙焱林和闫彬彬（2013）基于符号约束 VAR
模型分析了我国信贷供给冲击、货币政策冲击、总供给冲击和总需求冲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发现信贷供给冲击显著影响我国经济波动。同样地，马泽昊等（2013）也采用符号约束 VAR
模型区分了信贷供需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发现贷款供给冲击对实际
GDP 波动方差的解释力度为 15%。Tang and Wei（2015）运用符号约束 VAR 模型，较为全面
地分析我国信贷市场供需冲击。他们研究了 2006 年至 2014 年贷款利率变化、社会融资规模
变化背后的信贷供给与需求因素，分析了几个重要政策时期我国信贷供给和信贷需求状况。
然而，上述关于我国信贷市场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符号约束模型的论证过程较
为模糊。尽管部分文章使用了符号约束 VAR 模型，但对模型原理、构建和分析过程没有展开
详细论述。二是在实证检验时往往将社会融资规模与贷款数量混为一谈使用。但事实上因为
社会融资规模不仅包含信贷规模，还包括直接融资等其他融资方式，无法与贷款利率直接对
应进行量价组合分析，不能准确反映信贷市场量价变化。三是没有将模型与各时期我国信贷
市场供给和需求的真实状况分析相结合，致使可信度不高，难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准确依据。
因此，本文试图弥补上述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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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识别信贷供给与需求的基本思路
根据信贷供需变化对贷款量价的影响方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识别信贷供给冲击、需求冲
击的简单思路。图 1 显示了信贷供给和需求冲击对贷款量价的影响。具体地，在初始状态时，
信贷供需曲线共同决定了均衡的贷款利率和数量。然而，如果出现一个正向需求冲击（左图），
例如加大基建投资，信贷需求扩张会使信贷需求曲线右移，在供给不变的情况下，需求曲线
右移会造成贷款利率和贷款数量的上升。如果出现一个正向供给冲击（右图），例如银行放
宽信贷条件，信贷供给扩张会使信贷供给曲线右移，在需求不变的情况下，贷款利率下降和
贷款数量上升。由此可见，来自于信贷需求端的冲击会造成贷款利率和数量同向变化（同升
同降），而来自于信贷供给端的冲击则会造成贷款利率和数量反向变化（一升一降）。

图 1 信贷供给与需求扩张对贷款量价的不同影响
信贷市场量价的均衡变动是信贷供给、需求作用的结合。换言之，通过观察信贷市场量
价的组合变化规律，我们可以反推出信贷市场上的冲击来源（供给方还是需求方）。表 1
在图 1 基础上总结了贷款利率和数量对信贷供给、需求冲击的反馈方向。具体地，如果我们
观察到某个冲击使得贷款利率与数量同方向变化，即同时上升或同时下降，则可以判断该冲
击是以信贷需求冲击为主；如果某个冲击使得贷款利率与数量呈反方向变化，即一个上升、
3

一个下降，则可以判断该冲击可能是以信贷供给冲击为主。

表 1 信贷供需冲击对贷款量价组合的影响方向
信贷需求冲击

信贷供给冲击

贷款利率

+

-

贷款数量

+

+

注：为研究简便，表 1 中假定信贷需求冲击、信贷供给冲击均为正向冲击。“+”表示受正
3

即使多个冲击同时发生，但只要观察到贷款量价同向变化，则必然有信贷需求冲击在起主要作用；
同理，若观察到贷款量价呈反向变化，则必然是信贷供给冲击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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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冲击后，贷款利率/贷款数量会上升；“-”表示受正向冲击后，贷款利率/贷款数量会下
降。
根据上述信贷市场量价组合的变化规律，我们可以运用更细致的计量方法识别出信贷供
给与需求冲击。具体地，受信贷需求的正向冲击后，贷款利率和数量会上升，这等同于对贷
款利率和数量的脉冲响应函数施加了正向约束，即贷款利率和数量的脉冲响应不小于零。同
理，受信贷供给的正向冲击后，贷款利率会下降、数量会上升，这等同于对贷款利率的脉冲
响应函数施加了负向约束，而对贷款数量的脉冲响应函数施加了正向约束，即贷款利率的脉
冲响应不大于零且贷款数量的脉冲响应不小于零。因此，只要能够筛选出满足方向性约束的
脉冲响应函数，就可以识别出产生该脉冲响应函数的原始冲击是信贷需求还是供给冲击。
在此情况下，符号约束 VAR 模型为筛选满足方向性约束的冲击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该模
型的最初提出是为了修正传统 VAR 模型所产生的“价格之谜”4，其主要思想是基于经济理
论对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施加方向性约束（Faust，1998；Uhlig，1998）。早期符号约束
VAR 模型较多地用于货币政策分析（Faust，1998；Gambetti，1999；Canova and Pina，1999；
Canova and de Nicolo，2002）。Uhlig（2005）是运用符号约束 VAR 模型的经典文献，他
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为避免“价格之谜”、“利率之谜”等，该文就货币政策对
物价、准备金以及联邦利率的影响施加了符号约束，而未就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施加约束，
使得检验结论相较于 VAR 模型更具可信性。除此之外，符号约束 VAR 模型还用于研究小型经
济体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冲击（Fackler and McMillin，1998），以及区分原油市场、信贷市
场等某一市场的供需冲击（Baumeister and Peersman，2009；Fry and Pagan，2011；Rapaport，
2013）。

四、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在符号约束 VAR 模型的框架下，参照 Uhlig（2005）的研究思路，我们将分步阐述运用
符号约束 VAR 模型，从而来识别信贷供给、需求冲击的过程。在一个简化的 VAR 模型框架下，
我们引入需要分析的问题。

（1）
，由工业增加值

其中，

对数的差分、新增人民币贷款对数的差分、加权平均贷款利率的差分构成；
滞后项； 为系数矩阵； 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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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的p期

“价格之谜”是指实证研究中发现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引起价格下降的现象，这与人们的常识或经济
理论不符（Eichenbaum，1992）。
5

首先，鉴于（1）式中 内部各扰动项彼此相关，我们无法识别同期不同类型的冲击，因此
需要将其转换为结构化扰动项的形式，由此获得彼此不相关的冲击。遵循 Uhlig（2005）的
先验和后验分布，我们计算得到（1）式中
抽取出一组

和

和 ，并对 做 Cholesky 分解：

的后验分布5，从中

。为了能够获得彼此不相关的冲击，

需要将 转换成独立同分布扰动项 （

）的组合，即寻找满足

转换矩阵 。为此我们任意产生一个正态随机数矩阵 并生成正交矩阵
满足

，进而将

条件的
，显然

与 相乘得到 。简单检验可知，如此生成的转换矩阵 满足
且具备随机数矩阵的成分，从而实现了对 的结构化转换。

其次，生成脉冲响应函数并判断其是否满足符号约束条件。为生成脉冲响应函数，我们需要
将（1）式写成结构化冲击的 VMA 形式，如（2）式所示6：

（2）
其中， 是系数矩阵的一部分， 是彼此不相关的结构化冲击组成的向量。若 中某个冲击
能够造成贷款利率、贷款数量的脉冲响应在一定期限内不小于零，则说明该冲击为信贷需求
冲击；另一个冲击在一定期限内使贷款利率的脉冲响应不大于零且贷款数量的脉冲响应不小
于零，则说明该冲击为信贷供给冲击。如果抽取的

、 和 能够产生一定期限内满足符号

约束的脉冲响应函数，我们则保留此次抽样，否则将重新抽取

、 和 。7

最后，我们综合经筛选而保留下来的脉冲响应函数，采用历史分解方法区分各时期信贷供给、
需求冲击对贷款利率变化的贡献。历史分解方法由 Burbidge and Harrison（1985）提出，
其目的是分解出各个结构性冲击对可观测变量的贡献。将 t+j 期的变量分解为：

（3）
（3）式中第一项表示冲击

对

的贡献，第二项表示 及其之前的冲击对

的贡献。我们将筛选出的结构化信贷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代入（3）式8，从而得到信贷
供给、需求冲击对 的贡献，由此观察到贷款利率变化背后信贷供需的作用。
（二）数据处理
我们选取了 2007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的工业增加值、新增人民币贷款和贷款利率的月
度数据。新增人民币贷款数据可以直接获取，而贷款利率和工业增加值数据需进一步处理。
5

由于采用传统 OLS 方法估计（1）式中的参数会损失很多自由度，在样本数有限的情况下并不适用，
因此我们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后验分布的参数设置详见 Uhlig（2005）中的附录 B，p409-410。
6

（1）式转换为（2）的过程详见本文附录。

7

实际抽样过程中，我们是在给定一组 和 条件下，随机生成若干个 ，筛选出符号条件的 将其保
留；然后再抽取一组 和 ，再随机生成若干 ；并不断重复该过程。
8

我们代入（6）中的 是由（1）式 VAR 模型中的 转换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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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 2009 年一季度起才有官方发布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数据，为弥补数据空缺，我
们综合贷款基准利率、上下浮动倍数以及金融机构执行贷款利率的占比等数据，计算了加权
平均贷款利率。图 2 比较了官方发布与笔者计算的加权平均贷款利率，两者趋势一致、差距
很小。

图 2 加权平均贷款利率的变化
数据来源：CEIC 以及笔者计算
其次，现有工业增加值数据仅有工业增加值年度数据以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月度数
据。为获得尽可能准确的工业增加值月度数据，我们以 1994 年末工业增加值为基底，结合
1995 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同比月度增速，综合计算得出工业增加值月度数据。9为消除季节性
因素影响，所有月度数据均使用 X12 方法进行季节调整。
最后，我们还需要对模型进行一些参数设定。一是综合 AIC 和 BIC 信息准则结果，我们
将（1）式中的滞后期选为 3 个月（p=3）。二是符号约束期限也设定为 3 个月，即某次抽样
产生的脉冲响应函数需要在 3 个月内满足符号约束条件才会保留此次抽样。三是与符号约束
VAR 模型的滞后期保持一致，根据（3）式中第一个分项式，在历史分解中我们亦选择 3 个
月累计冲击（信贷供给、需求冲击）来表示各月信贷供给、需求冲击对贷款利率变化的贡献
（j=3）。
（三）实证结果
根据上述符号约束 VAR 模型的分析，我们可以区分出各时期我国的信贷供给与需求状
况。图 3 展示了 2007 年 4 月至 2015 年 6 月我国信贷供需状况10，两种颜色柱状图分别表示
信贷供给、需求冲击的作用，即贷款利率变化多少是由信贷需求引起、多少是由信贷供给引
起，从中也可以看出信贷需求（或供给）扩张（或收缩）的相对强度。

9

2007 年起部分年份 1 月、2 月的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数据缺失，我们以附近月份 5 月移动平均值替

代。
10

因为此处历史分解中我们选择了 3 个月累计冲击，所以 2007 年前三个月累计冲击缺失。
7

图 3 信贷供需状况分析
注：信贷需求冲击的作用在零轴以上，表示信贷需求扩张，并且越往上表示信贷需求越旺盛；信贷需求冲击的作用在零轴以下，表示信贷需求收缩，并
且越往下表示信贷需求越疲弱。相反地，信贷供给冲击的作用在零轴以上，则表示信贷供给收缩，越往上表示信贷供给越紧缩；信贷供给冲击的作用在
零轴以下，则表示信贷供给扩张，越往下表示信贷供给越宽松。

8

从上述模型的整体解释力来看，信贷供需冲击基本可以解释贷款利率的变动情况。图 4 描绘了
信贷供需冲击对贷款利率变化的解释力。其中，实线表示贷款利率的实际变化，虚线表示模型中信
贷供需冲击对贷款利率变化的作用之和，两者几乎保持相同走势，相关系数达到 0.83。这说明信贷
供需冲击能够很大程度上解释贷款利率的实际变化。另外，越往后期两者拟合效果越好。这可能是
因为在贷款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利率越来越多地由市场力量决定，从而信贷供需冲击能够更好地解
释贷款利率的变化。11

图 4 信贷供需冲击对贷款利率变化的解释力

五、对模型的现实验证
（一）基于信贷需求、供给现实的证据
从既有数据中我们难以直接观察到信贷供需状况，但下面我们仍将尽可能地寻找与之相关的现
实指标与证据，以分别验证上述模型所得到的我国信贷供需结论的可信度。
1.信贷需求面的考察
为了验证信贷需求状况，我们选取其他与信贷需求相关的指标进行比较验证。因为我们观察到
的大多数经济指标都是供需均衡的结果，所以无法直接衡量信贷需求的大小。12现有衡量信贷需求
状况的指标很少，唯一比较直观、可能的是人民银行开展的银行家季度问卷调查中的相关指标。图
5 展示了该银行家季度调查中的贷款需求指数以及本文模型得到的信贷需求冲击对利率变化的贡献
程度。可以看出，整体上两者走势较为接近，尤其是 2011 年以后。
进一步地，我们将尽可能选择与信贷需求接近的指标进行验证。图 7 显示了 PMI 新订单指数以
11

由于我国的贷款利率易受到上下限、存贷比、贷款规模等管制性因素影响，因此可能导致模型中由供需冲击
引起的贷款利率变化与贷款利率的实际变化有所出入。
12

例如，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快时，信贷需求较为旺盛，但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使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来替
代信贷需求，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由信贷供需共同决定。

及我们模型得到的信贷需求冲击对利率变化的贡献程度。其中，PMI 新订单指数代表企业获得新订
单的多少，可以反映企业生产经营所需的贷款。从图中可以看出，PMI 新订单指数与模型得到的信
贷需求状况在走势上较为一致，尤其是 2010 年以后，但在变化幅度上仍有一定差异。上述需求面
的证据表明，模型中分离出的信贷需求因素与现实宏观经济状况是基本相符的。

图 5 贷款需求指数与信贷需求状况13
数据来源：wind

图 6PMI 新订单指数与信贷需求状况14
数据来源：wind

2.信贷供给面的考察
接下来，我们将验证上述模型得到的信贷供给状况的现实可靠性。图 6 展示了银行家季度调查
中的贷款审批指数以及我们模型得出的信贷供给冲击对利率变化的贡献程度。可以看出，尽管两者
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大体走势仍基本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自 2012 年以来贷款审批指数变化很小，
而我们的模型得出的信贷供给状况变动较大，这可能与贷款审批指数样本的可信度有关。15
由于信贷供给类指标比信贷需求类指标更稀缺，因此我们将尽可能寻觅能够衡量信贷供给的指
标，从而来验证模型得到的信贷供给状况的可信度。图 8 显示了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率与模型得到
的信贷供给状况。此处存款准备金率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之和。我们认为，一
方面，站在银行资产端的角度，银行交纳的存款准备金越多，那么配置的信贷资产将越少；另一方
面，站在银行负债端的角度，根据存款创造的原理，当存款准备金率上升时，货币供应量将减少，
贷款也会相应减少。因此，无论是银行必须交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还是出于资产配置考虑而自愿
交纳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其增加将会降低银行的信贷供给。据此，我们采用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化率
来近似地表示信贷供给的变化，并将其与模型分解得到的信贷供给因素对照。可以看出，存款准备
金率变化率与模型分解的信贷供给因素走势较为一致，特别是在信贷供给扩张或收缩的方向上。
13

信贷需求状况是模型得到的信贷需求冲击对利率的作用，取 3 个月移动平均值。零轴以上表示信贷需求扩张，
零轴以下表示信贷需求收缩。
14

信贷需求状况是模型得到的信贷需求冲击对利率的作用。零轴以上表示信贷需求扩张，零轴以下表示信贷需
求收缩。
15

Tang and Wei（2015）指出贷款审批指数对贷款审批态度的反映准确度不高，理由如下：一是银行信贷员
在回答问卷时，认为减少贷款审批是由于申请者信用风险上升，而非他们主动收紧信贷；二是银行在填写问卷时有
所顾虑，不愿意在政府呼吁改善融资环境时表现出贷款审批的收紧。
10

图 7 贷款审批指数与信贷供给状况16
数据来源：wind

图 8 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率与信贷供给状况17
数据来源：wind

（二）基于宏观经济周期的综合证据
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周期、不同时期的货币政策立场18，我们可以综合验证模型所得的我国信贷
供需状况的可信度。根据我国宏观经济冷热、货币政策立场的转变情况，我们将 2007 年至 2015 年
大致划分为六个阶段。
第 I 阶段：2007 年初至 2008 年二季度。从需求面来看，图 3 的实证结果显示，信贷需求自 2007
年初开始持续扩张，至年末转为收缩。同期，现实中我国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乃至出现过热苗头。因
此，模型发现的信贷需求扩张与当时宏观经济过热事实保持一致。从供给面来看，我们的模型表明，
2007 年早期信贷供给较为宽松，但从下半年至 2008 年上半年信贷供给收缩。19同期，现实中我国
货币政策逐步由“稳健”转为“从紧”。20因此，不难理解此期间信贷供给收缩可能就是当时货币
政策收紧的结果。
第 II 阶段：2008 年三季度至 2009 年年底。从需求面来看，上述模型显示，现实信贷需求总体
收缩。同期，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现实经济增速下滑。模型发现的信贷需求状况与当时我国
经济增速下降事实保持一致。从供给面来看，模型显示，此时信贷供给保持扩张态势。同期，现实
16

贷款审批指数的数值越大表示信贷供给宽松。信贷供给状况是模型得到的信贷供给冲击对利率的作用，此处
取 3 个月移动平均值。信贷供给状况曲线在零轴以上表示信贷供给扩张，零轴以下表示信贷供给收缩（右轴为逆序
排列）。
17

存款准备金率变化率曲线、信贷供给状况曲线在零轴以上表示信贷供给收缩，零轴以下表示信贷供给扩张。

18

本文描述的“货币政策立场”主要体现为历次《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对货币政策的表述（例如“稳健”、
“宽松”等）以及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基准利率等重大措施。当然除此之外，央行会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常备借
贷便利等多种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运行在合理区间，改进合意贷款管理等。为简化起见，我们
仅选取了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款基准利率等重要举措来显示“货币政策立场”变化情况并借此划分各个重要时
期。
19
从信贷供求因素来看，2008 年二季度当信贷需求收缩时，信贷供给已经开始有所扩张。
20

为遏制宏观经济过热苗头，2007 年 3 月至 12 月央行 6 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2007 年 1 月至 2008 年 6 月共
15 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资料来源：2007 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11

中货币政策由“从紧”转向“适度宽松”。21可见，我们模型证明的信贷供给扩张也与当时货币政
策立场转向“适度宽松”的现实情况相符。
第 III 阶段：2010 年年初至 2011 年三季度。从需求面来看，上文实证结果显示，这段时期信
贷需求逐渐由收缩转为扩张。现实中，在实施一揽子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经济刺激计划后，我国整
体经济形势回升向好。模型发现的信贷需求变化符合同期现实经济形势。从供给面来看，模型表明，
2010 年上半年信贷供给仍然较为宽松，但宽松程度逐渐减弱，直至 2010 年末信贷供给明显收缩。
与之相对，自 2010 年起现实的货币政策趋紧，并于 2011 年一季度起由“适度宽松”转为“稳健”。
22显然，模型证明的信贷供给收缩符合从趋紧的货币政策现实。
第 IV 阶段：2011 年四季度至 2012 年三季度。从需求面来看，我们的模型显示，信贷需求在此
期间由扩张转为收缩，2012 年信贷需求一直很疲弱。事实上，2011 年下半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蔓
延，国内现实经济增速放缓，价格涨幅逐步回落。因此，模型发现的信贷需求水平没有偏离同时期
宏观经济形势。从供给面来看，模型表明这段时期信贷供给一直适度扩张。在稳健货币政策立场下，
同期货币政策实际上偏向宽松。23因此，我们模型证明的信贷供给扩张与现实中货币政策趋于宽松
一致。
第 V 阶段：2012 年四季度至 2014 年一季度。从需求面来看，我们的实证结果表明本期信贷需
求由收缩转为扩张。事实上 2012 年末我国经济实际上缓中趋稳后，经济发展呈现良好态势。因此，
模型结论与实际经济运行协调一致。从供给面来看，实证结果显示，本期信贷供给呈现收缩态势。
同期，事实上央行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24尽管现实中货币政策立场没有变化，但模型却证明
信贷供给收缩，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监管层抑制影子银行活动所造成的（Tang 和 Wei，2015）。
第 VI 阶段：2014 年二季度至 2015 年二季度。从需求面来看，实证结果显示，本期我国信贷需
求由扩张转为收缩。这一时期，我国现实经济确实存在下行压力。因此，模型发现的信贷需求收缩
符合现实宏观经济阶段性特征。从供给面来看，模型显示，这段时期信贷供给由收缩转为宽松。现
实中，央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保持定力的同时主动作为，数次“定向降准”、降息、降准。
25因此，模型证明的信贷供给宽松符合“主动作为”的货币政策现实。

21

针对经济增速下降、通缩预期加强的宏观经济形势，央行于 2008 年 9 月至 12 月共 4 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2008 年 10 月至 12 月 3 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资料来源：2008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2

为对冲过于充裕的流动性，应对通货膨胀上升的压力，自 2010 年 1 月起央行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0 月
起启动加息日程。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11 月，央行 13 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2010 年 10 月至 2011 年 7 月，央行
5 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资料来源：2011 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3

为防范经济“硬着陆”风险，央行于 2012 年 2 月和 5 月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012 年 6 月和 7 月下调存贷款
基准利率，并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资料来源：2012 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4

资料来源：2013 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5

为推动社会融资成本下行，2014 年 4 月和 6 月央行两次实施“定向降准”，随后 2014 年 11 月央行下调了存
贷款基准利率，并于 2015 年 3 月、5 月和 6 月继续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2015 年 2 月和 4 月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2015 年 2 月、4 月和 6 月“定向降准”。资料来源：2014 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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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经实证模型和宏观经济周期综合验证的信贷供需状况
阶段
I
II
III
IV
V
VI

时期
2007Q1-2008Q2
2008Q3-2009Q4
2010Q1-2011Q3
2011Q4-2012Q3
2012Q4-2014Q1
2014Q2-2015Q2

信贷需求
扩张
收缩
扩张
收缩
扩张
收缩

信贷供给
收缩
扩张
收缩
扩张
收缩
扩张

表 2 总结了上述模型及现实所证明的各时期我国信贷供需的基本特点。一是信贷需求具有顺周
期性，而信贷供给具有逆周期性。当国内经济增速较快时，信贷需求较旺盛，而信贷供给倾向于收
缩；反之，当信贷需求疲弱时，信贷供给通常会放松。二是信贷供给状况通常与货币政策立场保持
一致。绝大部分时期信贷供给状况与货币政策保持一致，即当货币政策较为宽松时，信贷供给也较
宽松，反之则反是。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创新性地区分了我国的信贷供给和需求。信贷需求扩张会引起贷款利率、数量同时上升；
而信贷供给扩张会引起贷款利率下降、数量上升。根据这种量价组合的规律变化，我们采用符号约
束 VAR 模型，通过筛选符合方向性约束的脉冲响应函数，识别了信贷供给和需求冲击。在此基础上，
我们运用历史分解方法分别得到我国各时期信贷供给与需求冲击对贷款利率变化的贡献程度，由此
可观察到信贷供需扩张或收缩的相对强度。进一步地，为了验证模型所得的信贷供需状况，我们还
分别寻找了与信贷供需相关的现实指标与之对照，并结合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立场的变化
情况综合验证。从历史信贷供需状况来看，总体上信贷需求具有顺周期性，而信贷供给具有逆周期
性，并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立场大体保持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即模型的适用条件。一是我们的模型是建立在贷款利
率、数量由信贷市场供需自由决定的基础上，但我国的信贷市场确实存在着价格扭曲（何东和王红
林，2011）。随着未来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调控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换，我们认为，该模型今后
的解释能力会更好。事实上，我们的实证结果亦显示，越往后期，模型解释力越佳。二是我们仅研
究了信贷市场局部均衡且未涉及信贷市场内部结构化因素。实践中，决策者在参考信贷供给或需求
趋势信号作用的同时，还应结合宏观经济冷热、货币政策松紧等信息对货币信贷形势综合判断。当
然，在一般均衡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区分信贷供需状况也将是未来深化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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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VAR 模型转换为结构化冲击的 VMA 形式
初始 VAR 模型如（a）式所示：
（a）
可以将（a）式改写成：

（b）

继而（b）式简写为：
（c）

此处记 =

，

，

。可见（a）式是（b）式的第一个子方程。进一步

可将（c）式写成 VMA 形式：
（d）
因为

，所以可将（d）式转换为结构化冲击的 VMA 形式：
（e）

其中， 是矩阵 左上角
的子矩阵， 由 和正态随机数矩阵 共同决定。由此实现了初始
VAR 模型向结构冲击的 VMA 模型的转变，并据此可生成脉冲响应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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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It Loan Supply Reduction or Demand Contraction? A Signal from the
Price and Volume Combination in China’s Credit Market
Wu Ge Xie Jieyu
Abstract：Identification of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oan supply and loan demand is important
for macroeconomic analysis and monetary policy. However, what we directly observe are the
equilibrium of the credit market that fail to depict the loan supply or demand separately. According to
the basic variation rule of the price and volume combination, we employ the sign restriction VAR
model to identify the loan supply shock and loan demand shock. Moreover, we decompose the loan
supply factor and loan demand factor in China over the years. Our result shows that China’s loan
demand is usually pro-cyclical and loan supply is counter-cyclical. Contemporaneous macroeconomic
evidence further confirms our findings. We suggest the signal from the price and volume combination
and its deep economic implication could be a reference for monetary policy decision.

Keywords: Loan Supply loan demand monetar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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