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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续债的特点、现状及展望 

永续债是一种股债混合的投资工具，具有无固定期限、内含发行

人赎回权的特点，投资人不能要求清偿本金，但可以按期取得利息，

属于长期的投资工具。永续债相较与其他同类融资工具，具有发行人

范围更广、发行流程便捷和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优势。永续债发行

总体规模较小但增速明显，而且发行人信用质量较好，主体评级和债

项评级都以 AAA级为主。结合永续债的特点和现状来看，银行发行永

续债将提速并逐渐成为常态，永续债将进一步支持地方政府重点领域

和重大项目的发展。同时，监管部门细化永续债的监管规则和规范市

场发展，将进一步提高永续债的投资价值。 

一、 永续债的特点 

（一）永续债含义 

永续债是一种“无固定期限、内含发行人赎回权”的债券。永续

债的发行期限比其他债券发行期要长很多，发行人具有赎回权或可续

期选择权，投资人不能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得到本金，但是可以定期获

取利息。 

在我国永续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券种，而是附带赎回权的各类债

券总称。目前永续债涉及的债券种类有一般企业债、定向工具、金融

债、公司债和一般中期票据等，在发行时分别受不同监管机构监管。 

从属性来看，无法简单的把永续债定义为债券，它具有股债混合

的性质。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债券的定义为“公司依照法定程序

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但永续债并没有明确

的到期日。对于发行人来说，发行永续债可以获得长期投资资本，具

有一定的权益属性；对于投资人来说购买的不是股票，因此不能参与

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利润分配。由此看来，永续债实际是一种介于债权

和股权之间的融资工具。 

从偿还顺来看，永续债的偿还顺序在一般债券之后，先于普通股

和优先股，也有一些设置为和普通债券清偿顺序一致。永续债券的持

有者除因发现公司破产或有重大财务事件外，一般不能要求公司偿还，

而只能定期地获得利息收入。 

（二）永续债条款 

从条款内容来看，附加赎回权/延期权、票面利率跳升、利息递延

构成了永续债区别于其他债券的特殊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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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永续债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根据合同条款，延长债券期限。根据监管部门的不同，永续债可以

分为可延期永续债和含赎回权永续债。可延期永续债的特点是发行人可在债券期限到期后自主选择债

券延期来实现债券的“永远存续”，含赎回权永续债的特点是发行人可通过不行使“赎回权”的方式，

使得该债券能够长期存续。 

表 1 不同类型永续债的永续方式比较 

债券品种 可延期永续债 含赎回权永续债 

定义 
指具有一定的债券期限，但附有“发行人延

期选择权”条款的债券。 

指期限为“长期存续”，但附有赎回权的债券。 

类型 一般企业债 金融债、公司债、中期票据、定向工具 

条款 

在本期债券每 N 个计息年度末，发行人有权

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续 N 年，或选择在该

计息年度末到期全额兑付本期债券。 

在发行人依照发行条款的约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

并在发行人依据条款的约定赎回时到期。 

永续方式 
发行人在债券期限到期后自主选择债券延期

来实现债券的“永远存续”。 

发行人通过不行使“赎回权”的方式，使得该债券

能够长期限存续。 

监管部门 发改委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发行方式 审批、核准 注册 

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其次，一般都设置票面利率条款。在当债券到期时，如果发行人选择不赎回或延长本期债券期限，

合同中一般都会设置调整票面利率条款，通过提高债券的利率从而提高投资人的利息收入。 

第三，利息递延条款是指在一定条件下，发行人拥有利息递延支付权。永续债券的利息原则上可

以无限次递延，但其相应的前提条件为发行人在付息前一段时间内不存在向普通股股东分红或减少注

册资本额等情况。  

2019 年 4 月 28 日，中信国安集团发行的永续债 15 中信国安 MTN001 违约就是由于 2018 年 8 月

18 日集团实施了年度的分红方案，导致公司触发强制付息条款，无法递延支付利息，造成债券实质性

违约。 

（三）永续债的优势 

永续债相较其他债券和普通股、优先股等融资工具，具有发行人范围更广、发行流程更便捷、会

计处理更灵活等优势，有利于企业补充资本金。 

表 2 永续债的优势 

工具类型 发行人范围 发行流程 会计处理 

永续债 
优质的上市公司和非

上市公司均可发行 

公司在获得相关监管部门许可后

即可在市场发行,相对用时更短 

在符合国家规定条件下，可以

计入权益类科目； 

普通股、优先

股等融资工具 

只有上市公司才可发

行 

多部门批复后,还需要证监会发审

委审核、证监会核准,才能在交易

所市场发行上市； 

计入权益类科目 

其他债券 
不同的债券发行人情

况各有差异 
不同的债券发行流程各有差异 

无论是按面值发行、溢价发行

还是折价发行，均应计入负债

类科目； 

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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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永续债和普通股、优先股等融资工具相比，优势体现在发行人范围和发行流程方面。普通

股、优先股等融资工具限定在上市公司主体范畴，同时发行流程复杂、严格，需要经过多部门的批复、

审核、核准才可以在交易所市场发行上市；永续债没有上市要求，优质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均可

发行，公司在获得相关监管部们许可后即可在市场发行，相对用时更短。 

第二，永续债和其他债券相比，优势体现在会计处理方面。现阶段大部分企业永续债计入了权益

资本而非负债，企业发行永续债可以在不稀释原有股东权益的同时，大幅提升企业的资产总额、降低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修饰财务报表的作用。2019年 1月，财政部出台《永续债相关

会计处理的规定》，从到期日、清偿顺序、利率跳升和间接义务等方面对永续债的会计分类和会计处理

方式做出进一步的规范，有利于投资人筛选出更符合规范的永续债。 

二、永续债发行现状 

国内永续债发行以中期票据和公司债为主要类型，总体规模较小但增速明显。 

相较于整个债券市场的发行数量和规模，永续债所占比例仍较小，但是近两年增速明显。 

从发行数量来看，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永续债累计发行 1,271 只，占债券市场总体发行量的

2.80%，相比 2018 年 6月 30 日累计发行的 869只，同比增长 46.26%。 

从债券余额来看，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永续债余额为 19,294 亿元，占债券市场总体余额的

2.11%，相比 2018 年 6月 30 日的 12,951 亿元，同比增长 48.97%。 

比较不同券种的永续债债券余额，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中期票据占比 64.87%，远远超过其他债

券发行规模，公司债占比 21.30%，金融债占比 8.67%，企业债和定向工具占比相对更小，占比均不超

过 3%。 

表 3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永续债发行情况（按债券类型） 

类别 
累计发行 债券余额 

数量（只） 比重(%) 规模（亿元） 比重(%) 

金融债 18 1.42 1,672.00 8.67 

  商业银行次级债券 3 0.24 1,200.00 6.22 

   证券公司债 15 1.18 472.00 2.45 

企业债 35 2.75 541.88 2.81 

    一般企业债 35 2.75 541.88 2.81 

公司债 275 21.64 4,110.31 21.30 

    私募债 23 1.81 287.00 1.49 

    一般公司债 252 19.83 3,823.31 19.82 

中期票据 915 71.99 12,516.50 64.87 

    一般中期票据 915 71.99 12,516.50 64.87 

定向工具 28 2.20 454.20 2.35 

合计 1,271 100.00 19,294.89 100.00 

数据来源：Wind  

国内永续债发行主要分布在银行间市场，不同市场的发行方式存在差异。 

从发行市场来看，截止 2019 年 6月 30日银行间市场发行永续债共有 950只，占永续债发行总数

的 74.74%，债券余额 14,210.70亿元，占永续债债券余额的 73.65%。 

交易所市场中，上交所发行的债券数量为 262只，占永续债发行总数的 20.61%，债券余额 4,09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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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占永续债债券余额的 21.23%；深交所发行的债券数量为 28只，债券余额 485.33 亿元，占比均

未超过 3%。此外，有 31只债券同时在银行间和交易所发行。 

造成不同市场发行规模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是银行间市场对债券发行实行较为灵活的注册制，而发

改委和证券交易所实行较为严格的审批和核准制。 

图 1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永续债在不同市场发行数量分布统计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永续债发行人信用质量较好，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以 AAA 为主。 

从发行人主体评级分布来看，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 AAA级企业债券余额 14,808.18亿元，占比

76.75%；AA+级企业债券余额 3,717.71 亿元，占比 19.27%；AA 及 AA 级以下企业债券余额 769.00 亿

元，占比 3.98%。从数据可以看出，AAA级企业超过了四分之三的比例。 

从债项评级分布来看，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 AAA 级债券余额 14,698.09 亿元，占比 76.18%；

AA+级债券余额 3,254.90 亿元，占比 16.87%；AA 级债券余额 453.7 亿元，占比 2.35%；AA 级以下级

债券余额 888.2亿元,占比 4.6%。从数据可以看出，AAA级债券也超过了四分之三的比例。 

总体而言，永续债发行人主体和债券信用质量相对较好，以 AAA级以上的国企和央企为主，主要

是因为永续债较好的契合了国企和央企降杠杆的需求。对于信用资质没有达到 AAA 的民企而言，由于

发行永续债市场接受程度不高，而且民企对融资成本较为敏感，所以 AAA级别以下民企发行永续债占

比较低。 

图 2  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永续债主体评级和债项评级金额比重分布统计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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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永续债展望 

结合永续债的特点和现状来看，永续债对优质的发行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对投资者而言，永续

债较普通债券票面利率更高，但风险小于普通股，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 

银行发行永续债将逐渐成为常态。 

在中央反复强调金融加大服务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政策环境下，国内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也不断扩

张，由此带来对资本占用的需求也明显提高。2018年 12月，金融委办公室召开会议研究商业银行补充

资本有关问题，提出多渠道支持商业银行补充资本，推动尽快启动永续债发行。 

2019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创设央行票据互换工具（CBS），此举有利于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

用持有的合格银行发行的永续债从央行换入央票，方便其进行质押式回购，为银行发行永续债提供流

动性支持。2019 年 2 月和 6 月，央行分别进行了两次 CBS 操作，从操作量来看，两期操作量共 40 亿

元，表明央行是逐步谨慎的开展操作；两期费率均为 0.25%，优惠的低费率体现了央行支持的态度很明

显，对提升金融机构持有银行永续债有重要意义。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2019 年 1月 25日，中国银行发行首单国内银行永续债，规模 400亿元，票

面利率 4.5%；2019 年 5 月 31 日，民生银行发行首单股份制商业银行永续债，规模 400 亿元，票面利

率 4.85%。我国银行永续债的陆续发行，拓宽了银行补充其他一级资本工具的渠道，有利于表内风险资

产的扩张，是宽信用的重要手段。 

目前，招行、工行、农行、交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披露了拟发行永续债的计划，预计 2019 年

永续债发行规模将达 5,000 亿左右。在多重因素叠加下，银行发行永续债将不断提速，逐渐成为常态，

缓解银行补充资本金的压力。 

地方政府发行永续债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中央提出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必须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鼓励依法依规

通过市场化融资解决项目资金来源。数据显示，2019 年 1月份至 5月份，新增债券累计发行 14,596亿

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券 8,598 亿元。 

2019 年 6 月 10 日，中央印发了《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及项目配套融资工作的通知》，

通知中要求确保专项债券在支持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将部

分专项债视为资本金，充分发挥专项债资金的杠杆作用，缓解资本金不足。 

永续债长期限、股债混合的特点契合专项债券的发行要求，适合建筑业、交通运输、电力水利等投

资金额高、回收期长，项目前期对资金需求较高、后期现金流较稳定的建设项目。永续债为地方政府多

渠道筹集重大项目资本金，提供了有效的融资方式，城投平台发行永续债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仍需警惕永续债所面临的风险。 

永续债对发行人有较大的吸引力，发行条款更有利于发行人的利益，在当前市场情况下，部分企

业永续债的投资者因为永续债的条款受到一定损失，导致投资者更加谨慎的看待永续债的投资价值。 

首先，永续债到期是否赎回的风险。普通债券在发行时就有明确的赎回日期，到期企业不赎回则

产生债券违约。但是，当发债企业缺乏赎回永续债的能力时，选择不赎回也就成了对发行人最有利的

选择，永续债条款赋予了发行人不赎回的权利而投资人只有被动接受发行人的选择。  

其次，永续债低利率延期的风险。永续债利率分为固定利率、累进利率和浮动利率等类型。重置

利率条款设计较为复杂，基准利率、基本利差和同业拆借利率都是重要的计算因素，利率的上下浮动

有可能出现低利率延期现象，投资人则面临利息收入减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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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能否按期获取利息的风险。利息递延条款原则上赋予了发行人一定条件下无限期递延利息

的权利，发行人行使利息递延权将导致投资人无法按时取得投资收益。对于投资人来说，永续债最大

的吸引力在于某一时间段内提供了优质企业的高收益产品，无法取得利息则降低了永续债的投资价值。 

因此，永续债的发展还需要相关监管部门进一步的细化监管规则，规范市场发展，提高永续债的

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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