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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PR 改革推进，从增量到存量 
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为 LPR 点评 
核心观点 

我们认为 LPR 报价机制改革可能影响市场对降息节奏的预期。考虑到一季
度通胀水平、金融数据大概率较高，加上存量信贷调整尚未开始，LPR 调
降预计仍是小步慢跑。而报价行的积极性问题仍需要“胡萝卜+大棒”，通
过结构性政策和负债成本降低等加以引导，以 MPA 考核等给予约束。实体
融资成本降低效果还不够显著，债市投资者仍会预期央行需要通过 MLF 和
OMO 调降引导 LPR 和信贷利率下调，封杀利率大幅上行空间。中长期看，
关注 LPR 机制推广到存量贷款后，会否引发实体经济量变到质变。周末影
响债市表现的因素较多，LPR 机制推广的实际影响相对较小。 

 

降成本硬约束下，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势在必行 

LPR 尚未针对存量贷款是实体融资成本下行缓慢的一大梗阻。2018 年以
来，内外部复杂环境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GDP 增速已经从
2018 年一季度的 6.7%下行至今年三季度的 6.0%。货币政策已经做了诸多
努力，但实体融资利率下行仍较为缓慢，尤其是利率传导不畅的问题仍然
十分突出，降成本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硬约束。信贷利率下行面临诸多梗
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 LPR 仅针对新增贷款，而新增贷款在总贷款中占
比较小，对实体信贷利率下行的引导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 

 

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利率并轨进一步加速 

今年以来央行多次提到要推进利率并轨，通过利率并轨的方式降低实际融
资成本，此次央行推动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主要关键信息如下：（1）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各金融机构不得签订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
动利率贷款合同。（2）存量浮动利率贷款转换为以 LPR 为定价基准加点形
成（加点可为负值）。（3）除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其他存量浮动利率贷款，
可由借贷双方按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具体转换条款。（4）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的加点数值为原合同最近的执行利率与 2019 年 12 月的差值，在合同
剩余期限内固定不变。（5）转换工作原则上应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 

 

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如何影响贷款利率？ 

新增贷款利率参照 LPR 定价的机制已经起到了一定降低贷款实际利率的
政策效果。自今年 8 月份 LPR 报价机制完善以来，一年期 LPR 报价已经
下行 16BP，五年期 LPR 报价下行 5BP。随着 LPR 改革效果的逐步显现，
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提升，带动企业贷款利率下降，9 月份新
发放企业贷款利率较 2018 年高点下降 0.36 个百分点，初步体现了以市场
化改革的方式降低贷款实际利率的政策效果。 

 

实际融资成本仍有赖于银行负债成本的降低等因素 

当前信贷利率下行面临诸多梗阻，除了 LPR 报价机制仅针对新增贷款之
外，更重要的是商业银行负债成本下行缓慢。存款争夺是银行负债端压力
的源头。具体而言，同业存款监管导致同业派生减少；流动性新规提高了
一般存款的重要性，加剧存款竞争；包商事件之后中小银行存单发行困难，
负债来源减少；隐性债务化解导致贷款增加但存款没有同步派生，银行存
贷比面临压力。银行存款争夺激烈带来的结果只能是通过各种渠道变相高
息揽储，而负债端成本最终都会转嫁给企业。 

 

风险提示：财政政策发力超预期，通胀走势超预期。 

 

相关研究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60201/871921ed-0b8f-45d4-bef7-cd80fdad1bd6.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60201/871921ed-0b8f-45d4-bef7-cd80fdad1bd6.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60201/e557cd6f-e5ea-48d6-be69-1b32eebe4c5b.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60201/e557cd6f-e5ea-48d6-be69-1b32eebe4c5b.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60201/dc130869-61cf-45b7-bff9-834e4a1c17ab.pdf
https://crm.htsc.com.cn/doc/2019/10760201/dc130869-61cf-45b7-bff9-834e4a1c17ab.pdf


 

固定收益研究/动态点评 | 2019 年 12 月 28 日 

 

谨请参阅尾页重要声明及华泰证券股票和行业评级标准 2 

事件： 

2019 年 12 月 28 日，为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推动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运

用，央行公布存量浮动利率贷款的定价基准转换为 LPR 的方案。 

 

点评： 

降成本硬约束下，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势在必行 

LPR 尚未针对存量贷款是实体融资成本下行缓慢的一大梗阻。2018 年以来，内外部复杂

环境下，宏观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GDP 增速已经从 2018 年一季度的 6.7%下行至今

年三季度的 6.0%。货币政策已经做了诸多努力，但实体融资利率下行仍较为缓慢，尤其

是利率传导不畅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降成本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硬约束。信贷利率下行

面临诸多梗阻，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 LPR 仅针对新增贷款，而新增贷款在总贷款中占比

较小，对实体信贷利率下行的引导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 

 

图表1： 信贷利率下行仍缓慢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此外，从增量到存量，推动存量贷款利率基准转换为 LPR 的时机已经较为成熟。自今年

8 月份 LPR 报价机制完善以来，LPR 报价已经推广使用，9 月份新发生贷款中运用 LPR

定价的占比已达到 46.8%，目前接近 90%的新发放贷款已经参考 LPR 定价，此时推动存

量贷款利率基准转换为 LPR 的时机也较为成熟。 

 

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利率并轨进一步加速 

今年以来央行多次提到要推进利率并轨，通过利率并轨的方式降低实际融资成本，此次央

行推动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主要关键信息如下： 

  

（1）存量浮动利率贷款，是指 2020 年 1 月 1 日前金融机构已发放的和已签订合同但未

发放的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不包括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各金融机构不得签订参考贷款基准利率定价的浮动利率贷款合同。 

  

（2）存量浮动利率贷款转换为以 LPR 为定价基准加点形成（加点可为负值），加点数值

在合同剩余期限内固定不变；也可转换为固定利率。借款人只有一次选择权，转换之后不

能再次转换。已处于最后一个重定价周期的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可不转换。 

  

（3）除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其他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贷款、个人消

费贷款等，可由借贷双方按市场化原则协商确定具体转换条款，包括参考 LPR 的期限品

种、加点数值、重定价周期、重定价日等，或转为固定利率。 

  

（4）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加点数值为原合同最近的执行利率与 2019 年 12 月（5 年期

LPR 报价 4.8%）的差值（可为负值），在合同剩余期限内固定不变；转换时点利率水平保

持不变；之后，自第一个重定价日起，在每个利率重定价日，利率水平由最近一个月相应

期限 LPR 与该加点数值重新计算确定。借贷双方可重新约定重定价周期和重定价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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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周期最短为一年。目前，大多数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重定价周期为 1 年且重定

价日为每年 1 月 1 日。 

  

（5）转换工作自 2020 年 3 月 1 日开始，原则上应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完成。中国人

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加强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的指导，确保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按照统一部署，

妥善做好存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 

 

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如何影响贷款利率？ 

新增贷款利率参照 LPR 定价的机制已经起到了一定降低贷款实际利率的政策效果。自今

年 8 月份 LPR 报价机制完善以来，一年期 LPR 报价已经下行 16BP，五年期 LPR 报价下

行 5BP。随着 LPR 改革效果的逐步显现，市场利率向贷款利率的传导效率提升，带动企

业贷款利率下降，9 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利率较 2018 年高点下降 0.36 个百分点，初步体

现了以市场化改革的方式降低贷款实际利率的政策效果。 

 

图表2： LPR 报价已经下行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存量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后市场降息的预期将进一步加强。由于改革之后存量和新增贷款利

率均参考 LPR，而 LPR 改为 MLF+加点的形式，因此央行一旦降低 MLF 利率，对贷款利

率的下行的引导作用将会更强，这也无疑会导致市场降息的预期进一步增强。不过从新增

贷款利率的实践来看，房贷利率和非房贷利率的变化不同步，存量贷款机制改革下两者也

仍将不同步，需要分开讨论。企业贷款能否顺利转换为盯住 LPR 还取决于企业的谈判能

力。 

  

对于除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其他存量浮动利率贷款而言，定价基准转换自 2020 年 3 月

1 日开始，参考 LPR 的期限品种、加点数值、重定价周期、重定价日等由借贷双方按市场

化原则协商确定，在信贷需求不畅背景下无疑会增强大企业议价能力，从而降低存量贷款

利率和实体的“实际融资成本”。而中小企业能否受益存疑，对于中小企业更重要的是解

决“融资难” 问题，“融资贵” 有其必然性，不是问题的关键。 

  

对于存量房贷利率而言，首先其参照的是 5 年期 LPR，5 年期 LPR 的报价与 1 年期报价

并不同步，除了受 MLF 利率影响之外，其更多体现为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变化。其次，本

次转换指出“为贯彻落实房地产市场调控要求，存量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在转换时点的利

率水平应保持不变”，而房贷利率重定价周期最短为一年，因此 2020 年存量房贷利率大概

率不会发生变动，2021 年房贷利率会根据 2020 年 5 年期 LPR 的变动情况进行调整。当

然，这种安排也是为了防止房贷利率变化对商业银行体系产生较大影响，给予商业银行更

长的适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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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融资成本仍有赖于银行负债成本的降低等因素 

当前信贷利率下行面临诸多梗阻，除了 LPR 报价机制仅针对新增贷款之外，更重要的是

商业银行负债成本下行缓慢。存款争夺是银行负债端压力的源头。具体而言，同业存款监

管导致同业派生减少；流动性新规提高了一般存款的重要性，加剧存款竞争；包商事件之

后中小银行存单发行困难，负债来源减少；隐性债务化解导致贷款增加但存款没有同步派

生，银行存贷比面临压力。银行存款争夺激烈带来的结果只能是通过各种渠道变相高息揽

储，而负债端成本最终都会转嫁给企业。从今年 10 月份和 12 月份的 LPR 报价来看，在

银行负债端成本下行缓慢的情况下 LPR 加点幅度已经充分压缩，想要引导 LPR 下行实现

实体融资成本的降低，有必要下调 MLF 利率加之引导。 

 

图表3： 银行存款成本下行缓慢（以平安银行为例）  图表4： 存贷比压力较大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华泰证券研究所 

 

当前结构性存款、理财现金管理类产品等监管政策的落地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负债端成本，

11 月 MLF、OMO 利率降低之后也仍有下调空间，但除此之外对于流动性指标考核、地方

政府债务等问题，仍需要多方的政策配合。 

 

市场启示 

我们认为 LPR 报价机制改革可能影响市场对降息节奏的预期。考虑到一季度通胀水平、

金融数据大概率较高，加上存量信贷调整尚未开始，LPR 调降预计仍是小步慢跑。而报价

行的积极性问题仍需要“胡萝卜+大棒”，通过结构性政策和负债成本降低等加以引导，以

MPA 考核等给予约束。 

 

实体融资成本降低效果还不够显著，债市投资者仍会预期央行需要通过 MLF 和 OMO 调

降引导 LPR 和信贷利率下调，封杀利率大幅上行空间。中长期看，关注 LPR 机制推广到

存量贷款后，会否引发实体经济量变到质变。周末影响债市表现的因素较多，LPR 机制推

广的实际影响相对较小。 

 

银行让利实体的担忧仍存，但实际影响还不大，叠加现金管理类产品统一监管政策，银行

股影响略偏负面。股市没有等来“降准”，但降息憧憬预计升温，加上理财利率下降或许

加速，股市整体是周末相关政策的中期受益者。 

 

风险提示 

 

1、财政政策发力超预期。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尤其是 2020 年是 GDP 翻番的关键一

年，若专项债、政策性金融等发力超预期，则可能带动宽信用，对债市形成压力。 

 

2、通胀走势超预期。猪肉价格涨幅较大，且可能对其他价格形成传导，当前市场对明年

春节后 CPI 回落形成一致性预期，若 CPI 回落速度不及预期，导致全年 CPI 中枢超预期，

则对债市可能形成较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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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说明 
行业评级体系  公司评级体系 

－报告发布日后的 6个月内的行业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 300指数的涨跌

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报告发布日后的6个月内的公司涨跌幅相对同期的沪深300指数的涨

跌幅为基准； 

－投资建议的评级标准 

增持行业股票指数超越基准  买入股价超越基准 20%以上 

中性行业股票指数基本与基准持平  增持股价超越基准 5%-20% 

减持行业股票指数明显弱于基准  中性股价相对基准波动在-5%~5%之间 

  减持股价弱于基准 5%-20% 

  卖出股价弱于基准 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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