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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畅 | 技术研究部（研究院）| 010-67413349 | research@dagongcredit.com

2021 年 12 月 8 日

2021 年以来，受债务滚续压力突出、融资政策持续收紧等因素交织影响，
城投债整体呈现出发行数量和规模大幅增长、但净融资快速回落的走势。去年我
国货币政策财和财政政策为对冲疫情影响均加大了逆周期调控力度，城投债务规
模显著扩张，部分地区隐性债务风险加大，因此今年年初在我国经济保持恢复性
增长的背景下，降低政府杠杆率、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再次成为债市主旋律。
今年城投债务的规范与管控进一步强化，相关政策密集出台，监管部门严守
城投融资闸门、遏制城投增量债务、对城投举债实行分档管理。按照时间线来看，
年初，沪深交易所和交易商协会参照财政部针对地方政府债所采取的红橙黄绿分
档分级管控模式，对城投债亦进行了等级划分管理，处于不同档位的城投债募集
资金用途受到不同程度限制，债务负担较重的城投被暂停发放批文或只被允许借
新还旧。四月下旬，沪深交易所相继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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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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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城投发行公
司债时应符合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相关规定，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使用募
集资金偿还公司债以外的存量债务时，需披露拟偿还的存量债务明细，并承诺所
偿还的存量债务不涉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同时，总资产规模小于 100 亿元或主
体信用评级低于 AA（含）的城投主体，需要结合自身所属层级、业务规模、盈利
情况、资产负债结构、现金流量情况等评估自身经营和偿债能力，审慎确定公司
债券申报方案，并采取调整公司债申报规模、调整募集资金用途用于偿还存量公
司债等措施强化偿债保障能力。七月份，《银行保险机构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隐
性债务防范化解工作的指导意见》
（简称“15 号文”）再次在债券市场引起不小震
动。
“15 号文”强调要打消财政兜底幻觉，严禁新增或虚假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严禁金融机构向承担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城投提供新增流动贷款或流动贷款
性质融资，剑指地方政府向城投输血以及流贷、非标等间接融资渠道问题。与其
他监管政策相比，
“15 号文”细节更加清晰明朗、落地实操性更强，同时落实主
体责任，明确对于新增或虚假化解隐性债务的机构及个人将依法从严处罚。从上
述密集发布的相关政策可以看出，今年城投债务融资约束呈现出持续强化趋势，
不过考虑到部分城投债务负担较重，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性债务化解仍需
循序渐进，因此监管在政策上层面上更侧重于严防增量部分，对存量债务化解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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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稳妥留有回旋空间，在不涉及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前提下，多数城投尚能够
通过债券融资满足借新还旧需求。
另一方面，从城投到期偿还压力来看，由于去年疫情期间发行债券的久期较
短，短期融资券和超短期融资券的占比较高，伴随着这些债券在今年陆续到期，
城投债务滚续压力显著攀升。2021 年城投债总偿还规模或将达到 3.8 万亿元左
右，约为 2020 年的 1.4 倍，而其中偿债压力又以三、四月份最为凸显，单月到
期偿还规模均在 4,000 亿元以上。
2021 年 1 至 11 月，在借新还旧需求的推动下，城投债发行规模创历史新高，
累计发行城投债 7,2791只，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31.22%，募集资金 52,787.53 亿
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21.13%。但受融资约束增强以及去年净融资基数较高
等因素的影响，城投债净融资规模较去年同期下降 4.17%，不过仍然显著高于
2019 年同期净融资水平。
图1

2019 年 1 月至 2021 年 11 月城投债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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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强烈的再融资需求与融资政策持续收紧的博弈中，城投债各月的发行规
模波动幅度较大。2021 年 1 至 11 月，单月融资最大规模（三月份发行城投债
6,855.91 亿元）约为最小规模（五月份发行城投债 1,887.85 亿元）的 3.63 倍。
具体来看，年初产业债受永煤事件余波影响发行热度受挫，地方政府债亦因为新
增额度下达滞后导致发行规模尚未放量，叠加三、四月份为城投债集中兑付高峰
期，年初城投债呈现出供需两旺格局，三月份的单月发行规模刷新历史新高。五
月份，随着沪深交易所审核重点关注事项落地，监管要求存在子强母弱、具有信
用瑕疵、主体评级被下调、债务结构不合理等特定情形的发行人审慎确定债券申
报规模，募集资金优先用于偿还存量债券，相关主体的债券发行难度显著提升，
城投债受到强烈冲击出现断崖式下跌，净融资规模甚至一度跌为负值。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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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2021 年 12 月 8 日下载，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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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于审核新规理解更加清晰，同时对城投预期略有修复，一级市场发行规模
快速回调至常规水平。七月份以后，伴随着“15 号文”出台，城投融资政策进一
步收紧，投资者对于弱资质城投主体信心显著下降，城投债发行量进入波动下行
区间，直至十一月份才出现明显好转。
区域分布方面，永煤事件后投资者对于国有企业信仰回归理性，叠加监管政
策持续收紧，城投债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分化走势。经济相对发达、财政实力较强
或者债务风险相对较低区域的发行规模持续增长，而经济财政实力较弱、债务风
险相对较高区域的发行规模大幅下降，部分区域甚至净融资转负，存量债券规模
出现收缩。从发行数量看，2021 年 1 至 11 月，江苏发行城投债 2,314 只，遥遥
领先其他省市自治区，其次为浙江、山东和四川，分别发行 903 只、457 只和 401
只，其余省市自治区的发行数量均低于 400 只，其中黑龙江、内蒙古、青海、西
藏、海南的城投债发行只数均为个位数。从发行规模看，2021 年 1 至 11 月，江
苏省以 13,642.75 亿元的融资规模居于首位，其次为浙江融资 6,910.29 亿元，
其余省市自治区的城投债发行规模均低于 4,000 亿元。从同比变动情况看，城投
债区域分化格局持续加剧，各省市自治区的发行数量和规模涨跌互现，其中西藏
由于城投融资规模基数较小，1 至 11 月的发行规模较去年同期实现 66.67%的大
幅增长，涨幅在各省市自治区中居于首位；浙江和江苏的城投债高位攀升，浙江
城投债的发行数量和规模分别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46.59%和 42.38%，江苏城投
债的发行数量和规模分别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46.46%和 38.11%；吉林、辽宁、
黑龙江和宁夏的城投债融资规模大幅下降，跌幅均超过 40%。从所占比重情况看，
我国城投债发行人依然主要集中于长三角以及西南部分省市自治区，1 至 11 月，
前五大发行区域仍为江苏（25.84%）、浙江（13.09%）、山东（6.72%）、四川（5.78%）
和湖南（4.98%），且上述区域的集中度进一步提升，其中江苏和浙江分别上涨
3.18 个百分点和 1.95 个百分点。从净融资情况看，1 至 11 月，各省市自治区城
投债净融资规模显著分化，其中浙江和江苏城投债净融资规模均在 4,000 亿元以
上，远超其他省市自治区；而青海、宁夏、吉林、内蒙古、黑龙江、甘肃、贵州、
辽宁、云南、天津等省市自治区的城投债发行规模无法覆盖到期偿还规模，净融
资规模均为负，其中天津净偿还规模超 1,500 亿元，资金缺口在所有省市自治区
中居于首位，债务压力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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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1 年 1 至 11 月各省市自治区城投债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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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分布方面，AAA 级、AA+级和 AA 级城投主体发债融资规模均大幅增长，
其中 AA+级高位攀升，涨幅最为显著；在融资政策持续收紧的背景下，投资者对
于弱资质城投担忧加剧，发行主体级别中枢略有上移。从发行数量来看，2021 年
1 至 11 月，AA+级主体发行城投债 3,076 只居于首位，其次分别为 AA 级和 AAA
级，分别发行 2,422 只和 1,671 只。从发行规模看，依然是 AA+级主体发行规模
最大，以 21,576.74 亿元的发行规模遥遥领先于其他级别，其次分别为 AAA 级和
AA 级，分别发行 18,090.03 亿元和 12,593.57 亿元，与去年同期 AA+级和 AAA 级
在发行规模上不分伯仲的情形相比，今年上述两个级别的发行规模差距明显增大。
从同比变动情况看，AAA 级、AA+级和 AA 级的发行数量和规模均大幅增长，其中
AA+级涨幅最大，较去年同期分别上涨 38.62%和 33.54%，AAA 级分别上涨 21.70%
和 15.04%，AA 级分别上涨 28.28%和 11.25%。从所占比重情况看，AA 级城投债
发行数量和规模占比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 0.76 个百分点和 2.12 个百分点，回落
至 33.27%和 23.86%，AA+及以上级别的比重大幅提升至 65.22%和 75.14%，级别
中枢较去年同期略有上移。从原因来看，一方面，在沪深交易所发布审核新规后
AA 及以下级别的城投发债门槛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受融资政策持续收紧影响，
投资者对于信用资质较弱的城投主体信心下降，城投债级别下沉趋势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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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结构方面，城投债发行期限呈现出缩短趋势，5 年以下期城投债发行占
比显著提升。从发行数量看，2021 年 1 至 11 月，5-7 年期城投债发行 2,119 只，
在所有期限分组中居于首位，其次分别为 3-5 年期和 1 年以下期，分别发行 2,054
只和 1,665 只。从发行规模看，依然为 5-7 年期居于首位，共发行城投债
16,944.02 亿元，其次为 3-5 年期和 1 年以下期，分别发行 14,377.24 亿元和
11,481.99 亿元。从同比变动情况看，各期限城投债的发行数量和规模均有所增
长，其中 1-3 年期涨幅最大，较去年同期分别大幅上涨 84.97%和 59.32%。从所
占比重情况看，
我国城投债发行期限主要集中于中短期，其中 5-7 年期占比 32.10%
居于首位，其次分别为 3-5 年期和 1 年以下期，分别占比 27.24%和 21.75%，10
年以上的长期城投债占比较低，仅为 1%左右；5 年以下期城投债占比显著提升，
发行数量和规模已由去年同期的 55.87%和 52.19%大幅提升至 64.28%和 60.63%，
期限结构呈现出向短期偏移趋势。
行政级别方面，城投债向区县及县级市下沉显著。2021 年 1 至 11 月，各行
政级别的城投债发行数量和规模均大幅增长，其中区县及县级市城投债发行数量
大幅增长 52.24%，增幅显著。从所占比重情况看，省及省会（单列市）、地级市
所占比重均下降，而区县及县级市所占比重小幅抬升，发行数量和规模所占比重
分别上升 5.61 个百分点和 4.28 个百分点。在今年市场利率小幅震荡下行的背景
下，投资者加大资产挖掘力度，城投债信用分层加大，呈现出向区县及县级市下
沉趋势。
信用利差方面，各省市自治区城投债利差分化程度加剧，多数区域利差波动
下行，但贵州、云南、天津、吉林、辽宁、青海、黑龙江的城投债利差仍处于高
位。从信用利差中位数来看，截至 11 月末，广东城投信用利差为 39.13BP，在所
有省市自治区中最低，而贵州城投利差为 491.03BP，在所有省市自治区中最高。
2021 年 1 至 11 月，大部分省市自治区的城投债利差均波动下行，其中内蒙古、
宁夏、湖南和甘肃下行幅度均超过 100BP，而贵州、云南、天津、吉林、辽宁、
青海、黑龙江的城投债利差却进一步高位攀升。
展望后市，债务政企分离将是城投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长期来看，中央政
府对于“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稳妥化解债务存量，防范化解地方政
府债务风险”的底线思维不会动摇，监管将持续引导城投债“企业的归企业，政
府的归政府”，未来城投融资能力将更多取决于自身造血能力，外部支持的影响
程度将逐渐被削弱。目前监管对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疏导方式依然延续着“开
前门，堵后门”的策略，一方面严禁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长，另一方面在理清政
府与企业债务边界、化解存量债务等问题上不断寻求突破。自 2020 年底以来，
地方政府再融资债的募集资金用途略有放宽，部分地区被允许试点发行再融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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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置换建制县隐性债务，未来随着试点范围扩大，少量涉及地方隐性债务的城
投债或将通过地方政府再融资债给予纾解。
城投债 2022 年的到期偿付压力仍不容忽视，但融资规模持续大幅放量可能
难以为继，城投债净融资面临收缩压力。从债务滚续压力来看，在不计入 2021
年 12 月增发部分的情况下，2022 年城投债到期待偿还量就将超过 2.5 万亿元。
同时考虑到城投债利用短债滚续以满足资金需求的比例较高，在 2019 年至 2021
年的新发行城投债中 1 年以下期城投债占比均超过 20%，且发行规模逐年递增，
2021 年已超过 1 万亿元以上，因此新发行短期城投债亦将推升 2022 年总偿还规
模。在此基础上再叠加提前兑付、回售等其他情形，预计 2022 年城投债总偿还
压力将不亚于 2021 年。但在当前城投融资政策持续收紧以及信用分化加剧的背
景下，2022 年城投债融资规模较难维持大幅放量走势，净融资收缩压力较大。发
行进度方面，从存续城投债到期时间来看，2022 年三、四月份城投债有较大规模
待兑付，借新还旧滚动需求较强，在此阶段城投债或将出现集中发行的情况。在
发行策略上，明年上下半年城投债整体偿付压力相对平衡，需要结合货币政策对
冲力度以及地方政府债供给情况灵活调整发行节奏，避免聚集发行影响融资成本。
预计城投债区域分化格局将持续强化。短期内监管对于城投调控仍将以“稳”
为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但随着城投融资政策以及政府支持力度
发生调整，城投债信用分层、区域分化格局或将衍变为长期趋势并不断加剧，预
计债务负担相对较重、信用资质相对较弱或者区域经济财政实力下降的城投主体
的债务融资规模将进一步收缩，债务压力与风险暴露将持续显现。此外，今年以
来房地产调控力度加大，部分地区土地收入显著下降，可能会对当地城投的资金
流动性造成较大影响，增加相关主体再融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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