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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7 月城投债发行量下降，低资质城投平
台呈悲观情绪
大公国际赫彤 |

7 月城投债发行量环比虽下降，但 1～7 月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均增长明显。
2021 年 7 月，城投债共发行 532 只，共募集资金 3,845.93 亿元，发行数量
和规模环比分别下降 26.11%和 22.96%，同比分别增长 25.47%和 22.06%。其中有
增信担保城投债数量占比为 17.29%。1～7 月城投债共发行 4,461 只，共募集资
金 32,716.22 亿元，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分别增长 30.67%和 20.74%。城投债每
月发行量波动较大，原因如下：2 月为季节因素环比下降明显；3 月达到本年度
目前为止的发行峰值；5 月发行量骤减是受 4 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上交所发布的《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适用指
引第 3 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以及深交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
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 1 号——公司债券审核重点关注事项》所致；除 5 月份
外，4 月、6 月和 7 月呈现出逐渐下降趋势，主要是 2021 年以来政策处于收紧状
态所致。
7 月低级别城投债发行量环比下降幅度高于高级别，级别下沉情况有所缓解。
从各个级别城投债发行情况来看，2021 年 7 月，AA+级城投债发行 219 只，
发行数量居各级别之首，其次为 AA 级 168 只居第 2 位。AA+级共募集资金 1,553.79
亿元，发行规模居各级别之首，其次为 AAA 级 1,385.50 亿元居第 2 位。环比变
动方面，除无评级发行规模出现增长外，其他级别发行数量和规模均下降。其中
AA+级发行数量和规模分别下降 29.81%和 26.83%，AA 级分别下降 33.33%和
32.77%，下降幅度均高于 AAA 级，城投债从 5 月的级别下沉情况有所缓解。同比
变动方面，除无评级和 AA 级发行规模出现下降外，其他级别发行数量和规模均
增长。
从城投债发行期限来看，2021 年 7 月，5～10 年期城投债发行 196 只，共募
集资金 1,557.30 亿元，发行数量和规模分别占比 36.84%和 40,49%，均居各期限
之首。其次为 1 年以下期，发行数量和规模占比均居第 2 位。各期限发行数量和
规模环比均下降。除 10 年以上期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均下降外，其他期限同比
均增长。
从城投债行政区划来看，县级城投债发行量居首，助力基层经济发展。2021
年 7 月，县级城投债发行 256 只，共募集资金 1,573.92 亿元，发行数量和规模
均居各行政级别之首。各行政级别发行数量和规模环比均下降，同比则均增长。

1/5

债市回顾 |城投债报告

同期，城投债有效投标倍数环比上行，且高于去年平均水平，其中 AAA 级和 AA+
级环比上行。
券种方面，短期融资券发行 167 只，发行数量占比 31.39%，居各券种之首。
公司债发行 164 只，募集资金 1,208.10 亿元，发行规模占比 31.41%，居各券种
之首。其次为短期融资券，共募集资金 1,197.07 亿元。环比变动方面，各券种
发行数量和规模均下降，其中定向工具下降幅度均最大。同比变动方面，除公司
债和定向工具发行规模出现小幅下降外，其他券种发行数量和规模均增长。
7 月江苏和浙江城投债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均居全国前两位；2021 年以来，城
投债净融资额仅 5 月份为负。
地域发行方面，江苏发行城投债 172 只，共募集资金 1,019.13 亿元，发行
数量和规模分别占比 32.33%和 26.50%，明显高于其他省市。除福建、广东、天
津、上海等少数省市发行数量和规模环比均增长外，其他省市发行数量和规模均
下降。同比变动方面，各省市涨跌互现。其中上海发行数量和规模均实现 100%以
上增长，增幅均最大。而在下降省份中，云南、陕西、贵州、辽宁降幅较大。东
部沿海省市发行量普遍同比增长，而中西部省份则普遍下降，省份间分化程度同
比加大。
净融资额方面，2021 年以来，城投债净融资维持高位，仅 5 月份为净流出，
其他月份均为正。7 月，大部分省市城投债净融资额为正，其中浙江净融资额为
482.59 亿元，居各省市之首。而上海城投债净融资额为-48.58 亿元，居各省市
之末。
推迟取消发行方面，7 月 2 只城投债取消发行，分别为江苏华靖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的“21 华靖资产 MTN001”和如皋市经济贸易开发有限公司的“21 如皋经
贸 SCP003”。1 只城投债由于有效申购总额未达到计划发行规模推迟发行，为常
州天宁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21 天宁债”。7 月取消或推迟发行 3 只城投债
主体评级均为 AA+。1～7 月，108 只城投债取消发行，9 只推迟发行，同比分别
减少 6 只和 9 只。
有效投标倍数方面，7 月环比上行，其中 AAA 和 AA+级上行，AA 级下行。与
上年比较，7 月有效投标倍数整体水平超过去年平均水平。
流动性充裕使 7 月城投债平均发行利率整体下行，低级别城投债利差走扩
体现出市场规避情绪。
2021 年 7 月，城投债平均发行利率环比下行。其中，各主体评级新发城投
债发行利率均下行；期限方面，除 10 年以上期平均发行利率上行外，其他期限
均下行；行政级别方面，各行政级别平均发行利率均下行。资金面相对宽松、流
动性较充裕是发行利率整体下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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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级城投债利差走扩，利差分化加剧。2021 年 7 月，AAA、AA+、AA 级城投
债平均利差分别为 53.86BP、79.06BP、296.45BP。环比变动方面，AA 级上行较
为明显，AAA 和 AA+级下行。同比变动方面，AA 级上行 68.10BP，AAA 和 AA+级下
行。AA 级利差同比环比均上行，AAA 与 AA+级同比环比均下行，显示出政策收紧
以来，市场对低级别城投债呈现规避情绪，对弱区域及边缘化平台抱谨慎态度。
同期，城投债区域利差分化程度环比、同比均加剧。黑龙江城投债利差为
521.97BP，居各省市之首。其次为贵州 506.46BP。广东利差为 37.00BP，在各省
市中最低，其次为北京 49.29BP。环比变动方面，广西和云南分别走扩 111.16BP
和 102.92BP，走扩风险值得关注。湖北收窄 96.16BP，收窄幅度最大。同比变动
方面，黑龙江走扩 367.53BP，幅度最大；云南和天津走扩均在 200BP 以上；内蒙
古收窄 109.44BP，收窄幅度最大。
2021 年 7 月，城投债成交量为 10,010.02 亿元，环比增长 9.16%，同比小幅
下降 0.13%。级别分布方面，AAA 级成交量为 3,837.53 亿元，占比 38.34%，在
各级别中最多，其次为 AA+级，成交量为 3,619.17 亿元。期限分布方面，5～10
年期成交量为 4,356.85 亿元，占比 43.52%，在各期限中最多，其次为 3～5 年
期成交 2,849.89 亿元。行政级别方面，省级城投债成交量为 3,671.73 亿元，占
比最大，各行政级别成交量分布较平均。
城投债停牌方面，7 月中“PR 凤城债”由于交易机制动态调整一直停牌。
“PR
河润业”由于交易出现异常波动出现一次停牌。1～7 月，城投债出现 267 次停
牌，涉及债项 20 只，同比分别减少 143 次和增加 12 只。
7 月城投债整体信用水平延续了 2021 年以来的下降趋势，弱区域弱资质城
投平台风险值得关注。
评级调整方面，7 月在有存量债的城投企业中，评级调高的城投企业 2 家，
为盐城市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唐山市通顺交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评级调低的城投企业 4 家，为汉中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辽源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凉山州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六盘水攀登开
发投资贸易有限公司。调低理由包括部分非标借款逾期、对民营企业担保金额大
且已出现代偿、所在区域信用环境恶化、融资难度加大、偿债压力极大集中等。
2021 年以来，城投企业下调评级情况增多，而 7 月延续了城投企业整体信用风
险加大趋势。区域财力弱的城投平台面临短期偿债压力大、经营状况不佳、财务
状况恶化的境地。叠加政策收紧带来的地方政府对城投平台资金注入或资产划拨
的限制，弱区域弱资质平台风险加大。
7 月出台政策延续今年以来的收紧态势，弱区域弱资质城投平台已显现悲观
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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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1 日，财政部发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项目资金绩效管理办法》
（简称《办法》），明确绩效管理的概念为财政部门、项目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以
专项债券支持项目为对象，通过事前绩效评估、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
绩效评价管理、评价结果应用等环节，推动提升债券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的
过程。《办法》指出绩效管理应当遵循科学规范、协同配合、公开透明、强化运
用的原则，并将绩效评价结果量化。《办法》的颁布充分体现出政府对专项债资
金所流向项目质量的关切，项目审核将更加严格，专项债资金使用效率将有所提
升，从而达到控制地方债务总量，守住风险底线的目的。
2021 年 7 月 16 日，国家发改委向地方下发通知，要求做好 2022 年地方专
项债项目前期工作。通知提出禁投领域方面，不安排用于租赁住房建设以外的土
地储备，不安排一般房地产项目，不安排产业项目，不安排楼堂管所项目。同时
提出确保融资规模与项目收益平衡，切实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2021 年 7 月 20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地方人大对政府债务
审查监督的意见》，要求健全向人大报告政府债务机制、地方人大加强对地方政
府债务的审查监督、开展全过程监管，强化违法违规举债责任追究，体现出与防
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工作相一致的政策思路。
730 政治局会议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升政策效能，兜牢基层“三保”底
线，合理把握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推动今年底明年初形成实物
工作量。同时指出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落实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
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上述政策叠加交易所和银行间推出的红黄绿发债政策，可以看出 2021 年以
来政策处于收紧状态，有隐性债务和风险的区域平台发债受到限制，新增债务空
间有限。预计至年末城投债净融资增长空间不大，债市整体或将由“稳增长”逐
步转化为“防风险”态势。
现今我国正在迈进双循环的新格局，且 2021 年为十四五规划的第一年。为
使我国债市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城投平台加强实施政企分离政策，整体处于收
紧状态。2021 年以来，一系列债市相关政策对债市尤其是城投债将产生以下影
响。一是对信用评级较低的城投公司来说，未来融资难度势必要增加，城投债信
用风险增大，城投“信仰”光环正在趋于淡化，甚至打破城投债刚兑。二是城投
平台的地方政府兜底现象将会减少，资质较弱的城投平台一旦没有银行为其输血，
可能会面临破产风险。三是城投项目审核更加严格，债务资金使用效率提升是重
点。四是城投公司将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关系越来越清晰，即“企业的归企业，政
府的归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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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政策收紧使 7 月城投债发行量环比下降。但城投债作为地方建设的重
要力量，市场认可度未有明显下滑，1～7 月发行量同比增长，牛市尚存。新政策
对弱区域平台影响较大，风险暴露速度或将提高，市场认可度下降。而在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大形势下，地方会选择加大投资，城投平台作为地方建设的主力军，
就要使城投平台充分发挥作用。强区域高资质的城投平台受到的冲击较小。预计
资质较高城投平台仍将维持其债市表现，而资质低的城投平台随着风险的增大，
市场认可度将下降，持观望或规避态度的投资者将增加。同时随着项目审核愈发
严格，城投债资金使用效率有望提升。利率方面，730 政治局会议提出稳健的货
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人民银行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强调货币政
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稳字当头，坚决不搞“大水漫灌”，预计至年末，发行
利率将进入平稳震荡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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