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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债市整体降温，发行数量与规模均下滑。
2021 年 9 月，我国债市热度有所下降，发行数量和规模均下滑，全月累计
发行各类债券 4,446 只1，环比下降 9.71%，同比下降 3.12%；募集资金 46,934.75
亿元，环比下降 18.54%，同比下降 17.26%，发行规模结束连续三个月的上涨趋
势。9 月债市到期偿还规模相对较小，仅为 33,480.15 亿元，全月债市实现净融
资 13,454.60 亿元，居于全年第三的水平，但由于环比、同比基数较高净融资额
度下降仍较为显著，环比降幅达 32.05%，同比降幅达 16.87%。
今年以来，我国债券市场维持发行数量和规模稳定增长、净融资收缩的走势。
2021 年 1～9 月，我国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 39,869 只，同比增长 7.72%，募
集资金 453,792.49 亿元，同比增长 7.07%，净融资 111,160.65 亿元，同比下降
21.77%。
利率债发行数量与规模一升一降，净融资规模持续处于高位。地方政府债发
行数量环比进一步增长，发行规模环比有所下滑，净融资规模连续第三个月保持
上升趋势，专项债发行力度持续加码。
具体来看，2021 年 9 月，我国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利率债 369 只，环比增长
10.81%，同比增长 8.53%，募集资金 17,708.34 亿元，环比下降 11.20%，同比下
降 12.22%，由于单只债券发行规模下降，因此利率债发行数量和规模呈现出一
升一降的现象。从净融资看，2021 年 9 月，利率债的净融资规模为 10,610.53 亿
元，虽相较 8 月的全年最高峰有所减弱，但仍居于全年第二位的水平。自中央政
治局 730 会议明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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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财政政策发挥托底经济增长的作用开始显著发力，利率债的净融资规
模持续处于高位。
国债方面，2021 年 9 月，我国债券市场共发行国债 16 只，募集资金 5,875.00
亿元，发行数量与规模环比一升一降；国债到期偿还规模持续下降，9 月国债净
融资规模达到 4,741.60 亿元，刷新今年以来国债单月净融资最大规模。
地方政府债方面，2021 年 9 月，我国债券市场共发行地方政府债 276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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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比增长 14.52%，同比增长 16.46%；募集资金 7,378.44 亿元，环比下降 16.13%，
同比增长 2.40%，虽高于计划发行规模，但与 8 月相比仍有所下滑。从净融资来
看，9 月地方政府债的净融资规模达 4,852.53 亿元，环比增长 0.39%，同比增长
1.50%，已连续三个月保持上升趋势。从用途划分来看，9 月发行新增地方政府债
226 只，募集资金 5,716.25 亿元，其中包括 485.56 亿元的新增一般债以及
5,230.69 亿元的新增专项债；再融资地方政府债 50 只，募集资金 1,662.19 亿
元，其中包括 879.25 亿元的再融资一般债以及 782.94 亿元的再融资专项债。新
增地方政府债中专项债占比达到 91.51%，所占比重较 8 月进一步攀升，一方面
可以看出专项债发行力度持续加码，另一方面中小银行资本金专项债密集发行也
是专项债快速增长的原因，9 月，云南、安徽、河南、吉林、辽宁、甘肃六省累
计发行 679.00 亿元专项债用于支持中小银行发展。从资金投向来看，新增专项
债主要投向市政和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生态环保等领域。
截至 9 月末，今年我国地方政府债新增债券发行规模为 30,479.85 亿元，参
照全国人大批准 2021 年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4.47 万亿元来看，整体发行进度
仍不足 70%，与 2019 年和 2020 年在前三季度完成 90%以上的进度相比明显偏慢，
特别是专项债滞后程度较高，预计四季度仍具有一定的发力空间。
9 月信用债市场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大幅回落，民营企业融资情况继续恶化，
房地产行业信用债发行规模排名继续下降。前三季度信用债净融资呈现收缩态
势，山西、河北、辽宁、天津等 12 个地区净融资额为负值。
9 月新发行信用债数量与规模同比、环比均大幅下降，净融资额大幅收缩。
9 月信用债共发行 1,679 只，同比下降 9.24%，环比下降 20.69%；发行规模为
15,368.40 亿元，同比下降 20.33%，环比下降 23.61%。9 月信用债净融资额为
1,974.37 亿元，较上月减少 4,199.12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2,567.25 亿元，
同比下降 56.53%。与 2019 年 9 月相比，本月信用债发行只数和规模分别上涨
31.89%和 10.91%，但净融资额大幅减少 47.70%。本月信用债投资热度也有所回
落，9 月信用债有效投标倍数为 1.06 倍，较上月下降，与上年同期持平。
9 月，信用债发行主体企业性质分布呈现分化加剧特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
进一步走弱。9 月信用债发行人共有地方国有企业 744 家，占比 74.33%，继续遥
遥领先；中央国有企业发行主体共 142 家，占比提升至 14.19%；民营企业 50 家，
占比继续下滑至 5.00%，为今年以来月度最低值。从净融资情况来看，地方国有
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本月实现净融资 1,847.13 和 1,438.23 亿元，较上月分别大
幅减少 3,442.69 和 1,024.13 亿元。本月民营企业共发行信用债 557.66 亿元，
占信用债发行规模的比重仅 3.63%；净融资已是连续第三个月净流出，本月净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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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额为-853.02 亿元，创五年来月度历史记录新低。从级别分布来看，AAA 级主
体信用债发行规模占比 55.26%，较上月大幅下降 6.08 个百分点；AA+级主体信
用债发行规模占比 16.32%，较上月微降 0.48 个百分点；AA 级主体发行信用债规
模占比 9.30%，较上月提升 1.97 个百分点。
2021 年前三季度，债券市场发行利率较年初下行，信用债发行情况整体保
持上涨势头，但净融资呈现收缩态势。2021 年 1 至 9 月，信用债共发行 15,358
只，同比上涨 10.46%，发行规模 145,315.58 亿元，同比上涨 2.31%。受融资收
紧政策、偿还量较大及去年高基数影响，信用债净融资大幅收缩，前三季度信用
债净融资额为 32,755.99 亿元，同比下降 34.93%。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前三季
度信用债发行量、偿还量分别大幅上涨 36.51%和 49.74%，但净融资额仅小幅上
涨 4.68%。
前三季度信用债发行行业2分布和地区分布均呈现分化特征，房地产行业信
用债发行规模排名下降。从行业来看，工业、金融、公用事业、材料和房地产行
业信用债发行规模排名前五。受融资环境趋紧影响，房地产行业信用债发行规模
排名呈现下降趋势，继上个月跌出前五后，9 月继续下滑一位，排名第七。前三
季度，材料、房地产、能源、信息技术、电信服务等行业信用债发行规模大幅下
降，工业、公用事业和日常消费行业则大幅上涨，金融行业发行信用债规模基本
与去年持平。从地区分布来看，前三季度信用债发行集中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
其中江苏信用债发行数量和规模占比大幅提升。前三季度信用债发行区域集中度
有所上升，江苏、广东、北京、上海、浙江等前五大地区信用债发行只数合计占
比 59.37%，发行规模合计占比 67.07%，较上年同期分别提升 3.50 和 1.66 个百
分点。其中，江苏信用债发行数量和规模占比大幅提升 3.55 和 2.78 个百分点，
其他地区发行信用债数量和规模占比变化不大。从各地区净融资情况来看，今年
前三季度，信用债发行人涉及 32 个地区，其中有 12 个地区净融资额为负值，而
上年同期仅有香港、黑龙江和内蒙古 3 个地区。具体来看，今年 1-9 月，北京、
江苏、广东、浙江、上海实现净融资 4,000 亿元以上，排名靠前；其次是山东、
四川、江西、湖北，净融资额在 1,000 亿元到 2,000 多亿元。需要关注的是山西、
河北、辽宁、天津四个地区净融资大幅流出超过 700 亿元，其次是云南、重庆、
黑龙江、海南、内蒙古、新疆、宁夏等地区，净融资额在-43.67 到-325.46 亿元
之间。
9 月城投债发行与净融资规模均回落。
2021 年 9 月，城投债一级市场发行与净融资均显著回落，全月共发行城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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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561 只，募集资金 3,777.98 亿元，发行数量和规模相较 8 月城投债发行小高
峰分别下降 29.08%和 32.92%，较去年同期相比也分别下降 4.75%和 15.98%。9 月
城投债偿还规模仍维持高位，净融资规模快速回落，全月净融资额仅为 521.96
亿元，环比下降 76.10%，同比下降 68.55%。
2021 年以来，城投企业债务的规范与管控不断强化，
“国发 5 号文”、
“财综
19 号文”、“15 号文”等相关监管政策密集出台，城投企业融资环境边际收紧，
城投债净融资额呈收敛趋势，前三季度净融资规模仅为 14,876.55 亿元，同比下
降 22.89%。但另一方面，今年城投债到期偿还规模较大，前三季度城投企业已累
计偿还债券 28,146.43 亿元，超过 2020 年城投债全年到期偿付规模，债务滚续
压力推动城投债的一级市场发行规模仍维持稳定增长趋势。前三季度，城投债已
累计发行 5,856 只，募集资金 42,404.76 亿元，发行数量和规模较去年同期分别
上涨 30.34%和 20.49%。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城投债发行区域分化显著，区域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我
国城投债发行人主要集中于长三角以及西南部分省市，今年前三季度，前 5 大发
行区域仍为江苏、浙江、山东、四川和湖南，且上述省份发行规模高位攀升，均
进一步大幅增长，其中江苏省和浙江省发行规模增幅甚至超过 40%。前 5 大省份
城投债发行规模占比已由 2020 年的 50.61%攀升至 57.01%，显示出较强的“马太
效应”。然而，与此相对应的，经济或财政实力相对较弱的区域的城投债发行规
模持续收缩，天津、内蒙古、吉林、辽宁、黑龙江、云南等省份的城投债净融资
规模已跌入负值；贵州和甘肃的城投债发行规模虽然维持小幅正增长，但依然不
能覆盖到期偿还规模，净融资也转为负值。
预计四季度债券发行规模整体有所回落。信用债到期偿还量维持高位，受发
债融资政策收紧、信用风险事件扰动和地方政府债供给压力等因素影响，信用债
发行面临一定压力。
后市来看，疫情反复和经济增速面临下行压力，债券市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作用将进一步体现。美国货币政策收紧或对国内流动性造成扰动，加之政府债净
融资和年末缴款需求，四季度整体流动性缺口较大，债券发行利率面临上行压力。
但宽财政和稳货币政策组合或将对冲外部冲击、熨平短期波动，满足合理资金需
求。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21 年第三季度例会和 2021 年第三季度金融统
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的信息来看，PPI 涨幅可能年底或明年趋于回落，下一阶段，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继续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做好跨周期调节，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但存在依据国内外经济形势边际变化相机抉择的可能。
四季度债券总偿还量较前三季度有所缩减，预计发行总规模也会相应下降。

4/5

利率债方面，考虑到地方政府债有约 30%的新增额度尚未发行，预计四季度仍有
发力空间。信用债市场方面，四季度信用债偿还规模大约 3.8 万亿，占年度总偿
还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存量债务的滚续需求依然较高。金融稳杠杆、防范和化解
金融风险目标不变，房地产和城投类企业受强监管趋势不改。监管部门积极维护
房地产市场稳定，表达了对于个别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风险蔓延担忧不大，有利于
稳定市场预期，增强政策和市场对信用风险的容忍度和接受度，提升信用风险市
场化、法治化管理水平。中国证监会易会满主席在 2021 金融街论坛年会上的主
题演讲提到“要坚决从源头上遏制过度发债融资”，控制发行人综合负债水平，
健全有效的债券融资约束机制。发债融资政策收紧，信用风险事件扰动，叠加四
季度地方政府债供给压力影响，信用债发行和融资面临一定压力。在信用债市场
分化格局持续强化的背景下，个别行业和区域的债券净融资或将走弱，需持续关
注房地产行业以及净融资转为负值的区域，防范尾部风险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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