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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中国金融资产结构
及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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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继续定位于比较金融研究，在前期研究的

基础上，重点对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演

变进行分析，展示最新变化，并从资源配置和风险承

担角度，探寻金融资产结构变化背后的逻辑，提出金

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中国金融资产总量及各类金融

资产相对规模的最新变化如下：一是金融资产总量

稳步增长，金融深化继续推进。 ２０１８ 年末中国金融

资产总规模达 ７２２．１ 万亿元，是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４．５４
倍，年均增长 １４．７％。 金融资产与 ＧＤＰ 之比由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５８８．９％上升至 ２０１８ 年末的 ７８５．５％，年均增

幅为 ２．７％，较 １９９１—２００７ 年年均增幅降低 ３．３ 个百

分点。 二是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较快增

长，其中银行贷款占比上升，直接融资占比下降，表
外和资管业务快速发展，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
２０１８ 年末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总额达

６３６．２ 万亿元，是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４． ７９ 倍，年均增长

１５．３％，与 ＧＤＰ 之比由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４９１．３％上升至

６９２％。 与 １９９１—２００７ 年相比，２００８ 年以来国内主

体持有的国内金融资产增速超过了持有的国外金融

资产增速。 三是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增长

放缓。 ２０１８ 年末国内主体持有的国外金融资产总

额为 ５０．３ 万亿元，是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３．０１ 倍，年均增长

１０．５％，比 １９９１—２００７ 年年均增速低 １８． １ 个百分

点。 ２０１８ 年末储备资产与 ＧＤＰ 之比为 ２３．７％，较
２００７ 年末降低了 １７．８ 个百分点。 四是国外主体持

有的中国金融资产较快增长。 ２０１８ 年末国外经济

主体持有的中国金融资产较 ２００７ 年末年均增长

１２．５％。
中国金融资产从分部门视角来看，一是居民部

门的资产结构更加多元。 随着资管业务迅速发展，
居民部门持有的理财、信托、基金等资产规模快速增

长。 ２０１８ 年末居民部门特定目的载体总额自 ２００７
年末以来年均增长 ２７．６％，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

达 １７．２％，较 ２００７ 年末上升 １１．９ 个百分点。 在居民

金融资产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居民部门金融负债上

升较快。 ２００７—２０１８ 年居民部门贷款余额由 ５ 万

亿元升至 ５３．６ 万亿元，年均增长 ２４．１％，主要是个

人住房贷款增长较快。 ２０１８ 年居民部门金融资金

运用和来源总额分别为 １４４．５ 万亿元和 ５４．７ 万亿

元，居民部门资金净供给为 ８９．８ 万亿元，是唯一的

金融资金净供给部门。 二是企业部门股票融资占比

下降，跨境投融资稳步增长。 ２０１８ 年末企业部门资

金运用和来源总额分别达 １２９．５ 万亿元和 １８３．３ 万

亿元，较 ２００７ 年末分别年均增长 １２．９％和 １１．４％。
企业部门是金融资金的最大净融入部门。 从资金来

源结构看，贷款仍是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总体呈现

较快增长。 三是政府部门由金融资金的净供给者变

为净需求者。 ２０１８ 年末政府部门金融资金运用和

来源总额分别为 ３８ 万亿元和 ４９．４ 万亿元，较 ２００７
年末分别年均增长 ７．２％和 ２０．８％。 政府部门资金

运用和来源之差由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１１．５ 万亿元下降至

２０１８ 年末的－１１．４ 万亿元。 四是金融机构贷款较快

增长，债券投资规模明显上升。 ２０１８ 年末金融机构

资金运用和来源总额分别为 ３７４．４ 万亿元和 ３８４．４
万亿元，分别较 ２００７ 年末年均增长 １７．１％和 １６％。
从资金来源结构看，存款仍然是金融机构的主要资

金来源。 ２０１８ 年末存款占资金来源总额的比重为

４９．８％，较 ２００７ 年末下降 ６．１ 个百分点。 债券融资

增长较快，２００８ 年以来年均增长 １４．８％。 从资金运

用结构看，发放贷款是银行扩张资产负债表的主要

方式，占比有所上升。 ２０１８ 年末银行贷款总额达

１６５．６ 万亿元，较 ２００７ 年末年均增长 １７．７％，占资金

运用总额的比重为 ４４．２％。 同时，债券投资规模明

显上升。 ２０１８ 年末债券投资余额达 ８２．５ 万亿元，较
２００７ 年末年均增长 １９．２％，占资金运用总额比重为

２２％。 五是国外部门金融市场投资占比提高。 ２０１８
年末国外部门金融资金运用和来源总额分别为 ３５．６
万亿元和 ５０．３ 万亿元，分别较 ２００７ 年末年均增长

１２．５％和 １０．５％。 直接投资仍是国外部门的主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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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运用方式，但占比有所下降。 ２０１８ 年末直接投资

占资金运用总额的比重为 ５３．２％，较 ２００７ 年末下降

０．９ 个百分点。
从风险承担的角度看，金融资产并不是由谁持

有，就由谁承担风险。 有些资产对持有者而言风险

很低，如储蓄存款，有存款保险制度等保障，风险基

本是由金融部门承担的（其主要部分最终是由政府

承担）。 有些资产的风险可以转移，如通过抵押贷

款，银行可以把部分风险转移出去。 有些资产风险

的名义和实际承担者不同，如规范之前的很多理财

产品，原本应该是“受托理财，风险自担”，但由于存

在刚性兑付，银行等金融机构实际上承担了投资者

的风险。 基于上述考虑，根据各部门持有的主要金

融资产的实际风险归属，本文大体匡算了居民、企
业、政府、金融机构和国外部门承担金融资产风险的

情况。 在测算时，对于存款，假定金融机构承担居民

部门存款风险的 ９５％，承担其他部门存款风险的

８０％，其余的存款风险由居民及其他部门分别承担。
对于贷款，假定金融机构承担信用贷款 １００％的风

险。 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初级内

部评级法中，以应收账款、房地产和其他抵押品作为

担保的，最低违约损失率为 ３５％ ～ ４０％）和《中国金

融稳定报告（２０１９）》（在银行业压力测试中，假定集

团客户违约损失率为 ６０％），假定抵押、保证贷款违

约损失率为 ５０％，即金融机构和借款人各承担 ５０％
的风险。 考虑到部分贷款等还有政府隐性担保，在
匡算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金融资产规模时，适当做

了扣减，并相应增加政府部门承担的风险。 对于债

券，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央行票据对持有者而言可

视为无信用风险资产，这部分债券的风险由政府部

门承担，其他债券的风险由持有者承担。 对于理财

和信托，考虑到刚性兑付尚未完全打破，假定其中

８０％的风险由金融机构承担。 随着理财等刚性兑付

逐步打破，未来风险承担情况会发生变化。 此外，通
货、准备金和中央银行贷款、国际储备资产视作政府

部门应承担的风险资产。
从上述测算的金融资产风险承担情况看，近年

来金融资产风险明显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集中，而金

融机构的风险相当部分最终要由政府承担。 ２０１８
年末由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承担风险的金融资产规

模分别为 ３６５． ９ 万亿元和 １１８． ７ 万亿元，分别是

２００７ 年末的 ５．８５ 倍和 ２．６０ 倍，占全部金融风险资

产的比重分别为 ５４．５％和 １７．７％，总计达 ７２．２％，比
２００７ 年高 ２．６ 个百分点。 风险向金融机构集中的趋

势明显，２０１８ 年末金融机构承担风险的占比较 ２００７
年末提高了 １４．２ 个百分点。 从其他部门看，２０１８ 年

末居民、企业和国外部门承担风险的占比分别为

９．４％、１３．８％和 ４．６％。

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应当是分散的和分担的。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十多年里，中国金融资产的风

险向银行部门集中，向债务融资集中。 之所以出现

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直接融资尤其是

股票融资增长较慢，二是宏观经济运行对金融结构

产生了重要影响。
研究金融资产，还离不开房地产。 根据中国人

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调查，在 ２０１９ 年城镇居民的家

庭资产中，住房资产占比接近七成，超过居民持有的

金融资产。 房地产与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对偶关系：
一是房地产是居民和企业的重要资产，居民和企业

又通过房地产融资构成对银行的负债，银行的金融

资产部分对应着居民和企业手中的房地产。 二是大

量贷款是以房地产为抵押品投放的，房地产价格上

升会通过抵押品渠道撬动更多的贷款，两者之间会

相互强化。 近些年来，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新增人民

币贷款的比重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５． ４％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１．５％。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银行贷款在各项融资之中

的占比明显提高。 银行发放贷款是货币投放的主要

渠道，会同时创造货币和债务。 国际金融危机后，内
需在经济增长中作用上升，对贷款融资的需求更高，
债务杠杆出现一定上升有其必然性。 不过，以政府

信用支持和房地产作为抵押品的信贷快速扩张，会
导致金融风险向银行和政府集中，并容易形成自我

强化的机制，累积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债务杠杆

风险。 已有对国际上的实证研究显示，政府债务与

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倒 Ｕ 型关系，政府债

务率一旦超过阈值，可能会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负

向影响，降低经济增长速度。
新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对金融体系及其资源

配置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发挥好金融对实

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又要避免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

形成系统性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之间的良性循环。
为此，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三方面：一是要稳住宏观杠

杆率。 宏观杠杆率出现一定上升有其内在必然性，
但上升过快就会积累风险，并挤压经济长期增长的

空间。 二是发展直接融资要依靠改革开放。 只有发

展好直接融资尤其是股权融资，才能减少对银行债

权融资的过度依赖，从而实现在稳住杠杆率的同时，
保持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减的目标。 发展直

接融资根本上要靠改革开放。 在推进改革方面，要
加快推进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提高资本市场的透

明度，让投资者真正通过自我决策，在承担风险的同

时相应获得投资收益。 三是要管理好风险。 金融的

本质是一种跨期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是在时间轴

上配置经济价值，在现在和未来之间寻找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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