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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国内产业债市场发行偿还规模“双降”，净融资

流出收窄，政策呵护民营企业和疫情严重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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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2 年 5 月产业债发行量降幅与偿还量降幅基本持平，净融资额继

续为负，净流出规模环比收窄。产业债平均认购倍数有所上升。产业债发行成本

环比有所降低，平均发行利率环比下行，利差收窄幅度较上月增大。政策呵护下

民营企业净融资流出规模收窄。而疫情持续影响下，上海产业债净融资流出规模

走阔幅度较大。政策大力支持将使受疫情影响较大的相关区域、企业、行业得到

重点呵护，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 

 

 

 

一、产业债发行量下降，偿还压力减小，净融资流出规模收窄；发行利率和

利差环比下行 

产业债发行规模延续环比同比均下降趋势，偿还规模环比有所下降，净融资

额继续为负，净流出规模环比收窄。2022 年 5 月，产业债1发行 746 只，共募集

资金 11,681.74 亿元，发行数量和规模环比分别下降 33.87%和 30.02%，下降明

显；同比分别下降 2.74%和 1.97%。今年以来，产业债发行规模较上年同期减少，

4 月产业债发行量环比同比均下降，5 月延续 4 月环比同比均下降趋势。5 月，

产业债偿还规模为 11,959.13 亿元，环比下降 31.90%，同比上升 13.69%；净融

资额为净流出 277.39亿元，环比有所收窄。 

行业方面，大部分行业发行数量和规模环比均下降，由于大部分行业发行规

模环比下降幅度大于偿还规模下降幅度，多数行业净融资为净流出，其中非银金

融行业净流出规模环比走阔。2022 年 5 月产业债发行规模前五大行业依次为非

银金融、公用事业、银行、交通运输、综合行业。前五大行业产业债发行规模占

比 72.42%，环比上升 1.86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5.20 个百分点，集中度环比有

所上升。与上月比较，公用事业行业产业债发行规模超过银行、交通运输、综合

行业，上升至第二位。除公用事业、机械设备和国防军工行业发行规模环比增长

外，其他行业发行规模均下降，其中综合、商业贸易、银行业下降幅度较大。非

银金融行业偿还规模环比虽下降，但占比为 29.63%，居各行业之首。房地产、银

行、化工、医药生物、采掘、有色金属、传媒等大部分行业偿还规模环比同比均

                                                             
1 本段产业债数据均剔除同业存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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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大部分行业净融资为净流出状态，其中非银金融、综合、采掘、钢铁、食

品饮料行业净流出额在 100亿元以上，非银金融行业环比走阔。净融资净流入规

模较大行业有交通运输、房地产、化工行业。 

主体评级方面，无主体评级产业债发行量占比超过 AAA 级居首位，AAA 级占

比由上月的 50%下降至 45%左右。从占比情况看，2022年 5月 AAA级产业债发行

数量和规模占比均在 45%左右，占比环比有所下降；AA+级发行规模占比 3%以上；

而 AA 级和 AA-级发行规模占比不到 1%；无主体评级发行数量和规模占比环比有

所增长，超过 AAA级居首位。与上月相比，各级别主体产业债发行数量和规模环

比均下降，其中 AA-级由上月的增长转为下降。AAA、AA+和 AA 级主体发行产业

债数量和规模同比由上月的下降转为增长。 

企业性质方面，除公众企业外，各类型企业产业债发行规模和偿还规模环比

均下降，中央国有企业净融资额由负转正，民营企业净融资延续净流出，但在政

策支持下有所收窄。5月民营企业发行规模回升至第三位。各类型企业发行规模

环比均下降，只有地方国有企业发行规模同比增长。中央国有企业偿还规模由上

月的环比增长转为下降，公众企业则反之，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延续环比下

降趋势。中央国有企业净融资额由负转正，地方国有企业和公众企业则转为净流

出，民营企业延续净流出但有所收窄。证监会披露推出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专项支

持计划，落实政府工作报告中完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机制的政策要求。银行

间市场也推出首单信用风险缓释凭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计划已初步落地，

为民营企业发债融资提供乐观预期信号。 

区域方面，产业债净融资额在 100亿元以上的省份数量环比减少过半，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下，上海产业债融资净流出走阔。2022 年 5 月产业债发行规模前

五大省市依次是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上述省市发行规模占比合计为

83.75%，环比上升 3.74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4.02个百分点。除陕西、湖北、河

南等少数省份发行规模出现环比增长外，其他省份环比均下降。偿还规模方面，

山东、陕西、河北、黑龙江、内蒙古环比增长，其他省份均下降。北京、重庆、

云南、湖北、河南、海南产业债净融资额环比由负转正，上海、贵州、湖南、黑

龙江环比走阔，江苏、香港环比收窄。产业债净融资额在 100亿元以上区域包括

北京、广东、浙江三省份，较上月减少四省。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影响下，上海

产业债净流出规模由上月的 200亿元以上走阔至 300亿元以上，成为发行量前五

大省份中净融资流出规模唯一走阔省份。 

券种方面，中期票据发行规模下降幅度较大致使占比环比减少，发行规模被

资产支持证券超越。2022 年 5 月资产支持证券品种产业债发行规模超过中票，

金融债、资产支持证券、公司债、可交换债、国际机构债发行规模占比环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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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券种占比环比下降。除可交换债发行规模环比增长外，其他券种均下降，其

中定向工具和中票下降幅度较大。 

平均发行利率方面，债券融资成本处于降低窗口期，产业债发行利率下行。

2022年 5月产业债平均发行利率为 2.87%，环比下行 7BP，同比下行 75BP。在疫

情的持续冲击下，政策多次提出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另外，本月资金面较宽

松、城投债供应短缺也是产业债发行利率下行的诱因之一。产业债平均发行利率

的降低有利于改善企业融资环境，增强企业经营能力。具体来看，本月产业债发

行利率较集中于 2%到 3%之间，发行数量占比 34.18%，环比下降 1.63 个百分点；

其次占比较高的是 3%到 4%之间，发行数量占比 21.72%，环比下降 9.76 个百分

点；发行利率小于等于 2%的占比 14.48%，环比上升 5.08个百分点；而发行利率

大于 4%的占比仅为 5.63%。主体评级方面，AA 级和 AA-级发行利率环比下行幅度

大于 AAA 级和 AA+级。区域方面，黑龙江发行利率环比有所下降，但在各省份中

较高；新疆和山西发行利率环比上升幅度较大，分别升至第 2位和第 3位。企业

性质方面，外商独资企业发行利率环比增幅最大，使其在各类型企业中最高。券

种方面，除可交换债平均发行利率环比上升外，其他券种环比均下降，其中定向

工具下降幅度最大，但发行利率在各券种中最高。 

利差方面，产业债利差环比同比降幅较上月均有所提升；青海利差收窄幅度

最大但仍居高位。2022年 5月 10日发改委等部门发文要求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

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5 月 20

日，人行将 5 年期以上 LPR 下调 15BP，债市资金面继续保持充裕。在政策持续

影响下，产业债利差存在下行空间。5 月产业债平均利差为 49.61BP，环比下行

9.45BP，同比下行 12.40BP，降幅较上月有所扩大。各级别产业债利差环比同比

均下行，其中 AA 级下行幅度最大。农林牧渔行业利差最高，在 200BP 以上，其

他行业均在 100BP 以下，其中国防军工行业利差最低。除农林牧渔行业外，其他

行业利差环比同比均下行。期限方面，长端利差同比上行，短端同比下行，短端

产业债受市场认可程度较长端有提升倾向。区域方面，青海产业债利差维持高位，

利差在 100BP以上的区域还包括甘肃、广西、宁夏、新疆；各省份利差环比均下

行；除宁夏利差同比上行外，其他省份均下行，其中青海下行幅度最大。 

市场避险情绪依存使 AAA 级产业债有效投标倍数环比上升。AA+和 AA 级产

业债有效投标倍数环比下降，AAA级环比上升。AA+和 AA级产业债有效投标倍数

从去年年末至今，基本处于下行趋势，而 AAA 级处于上行趋势。信用风险事件影

响下，较低级别产业债市场信息恢复程度未及预期，投资者避险情绪仍然显现。 

新券种发行规模环比小幅上升，同比上升明显，或将成为产业债新增长点；

本月新券种重点发力点为数字经济主题债券。在本月产业债发行规模整体下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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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下，新券种发行规模逆势上升，新券种在市场重要性方面有提升趋势。具体

来看，环比方面，绿色债券、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可持续挂钩债券、高成长债、

短期公司债券、数字经济主题债券发行规模增长，其中数字经济主题债券增幅最

大。在本月召开的全国政协“推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提出最新

发展规划下，数字经济主题债券发行规模环比增长 6倍以上。同比变动方面，绿

色债券、碳中和债、乡村振兴债券、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短期公司债、科创票据、

数字经济主题债券均实现较高幅度增长。 

二、产业相关政策重点关注受疫情影响较严重地区和行业，为民营企业提供

债券融资便利 

政策从化解流动性风险、盘活存量资产、减免费用等方面为民营企业纾困。

2022 年 5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央行等部门发布《关于做好 2022 年降成本重

点工作的通知》，再次指出完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支持机制，体现政府对民营企

业融资条件改善的重视。5 月 20 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

功能支持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和行业加快恢复发展的通知》，对受疫情影响严重

地区和行业企业发行债券提供发行便利，旨在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支持受

疫情影响严重地区和行业企业加快恢复发展。对参与化解民营企业流动性风险给

予监管支持。5 月 2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

效投资的意见》，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盘活国有及自身存量资产，降低企业经营风

险，旨在通过更加有效利用存量资产稳民营企业经营状况。5 月 31 日，国务院

发布《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督促指导银行间债

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各基础设施全面梳理收费项目，对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交

易费用能免尽免，进一步释放支持民营企业的信号。 

本月重要产业政策关注稳贸易行业、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城镇化建设领

域。本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动外贸保稳提质的意见》中提到强化对中小微外

贸企业的融资增信支持；为疫情冲击下的外贸企业提振市场信心。全国政协“推

动数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专题协商会，提出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数字

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高新企业受政策重视程度有所增加，更加广泛的行业

将实现数字化转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建立多元可持续的投融资机制，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

县城新型城镇化建设专项企业债券，该主题新券种在城镇化建设中的作用将加大。 

 

展望后市，6 月产业债发行量将与本月基本持平，净融资额有小幅回升空间；

政策重点关注下，民营企业和受疫情影响较大区域市场预期更加积极。6月产业

债偿还规模将与 5 月持平，预计滚续需求带来产业债发行规模依然存在小幅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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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在新券种拉动作用下，产业债的净融资额有望回升。6月北京、上海、山

东、浙江、陕西偿还压力将有所减轻。而广东、江苏、内蒙古偿还规模将上升，

或将带来上述地区发行增长。本月各期限票据利率数据显示推动信贷增长政策已

初步见效，6月市场对宽信用预期有所提升。若信贷规模增长较好、宽信用实现

落地，产业债发行利率存在上行可能。新疆、山西产业债平均发行利率存在下行

空间，黑龙江将维持较高利率水平。在发改委等部门出台关于降成本的要求、货

币供应量将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相匹配、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的引导下，预期产

业债从量上和从价上将保持相对稳定，大幅波动可能性不大。在信用仍然存在分

化的情形下，AAA 级产业债认购倍数或将有所提升。本月国务院向辽宁、江苏、

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四川、陕西 12 个省派出

督查组，对上述省份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情况开展专项督查。其中东北 1省、

西部 2省，其他均为东部中部省份。从区域分布上来看，政府通过经济发展重点

省份抓起，实现本年度 GDP增速目标坚决不变。预期上述省份金融市场企稳，产

业债净融资额有望回升或上涨。人行、银保监会将首套房贷款利率下限调整为相

应期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 20BP，叠加人行将 5 年期以上 LPR 下调 15BP，政策

加码从需求端释放出稳楼市信号，房企信用水平预期提升。房地产行业虽仍处于

深度变革期，产业债发行数量在本月跻身前五位后，6月预期地方国有房企和资

质较好房企将在维持较高占比中贡献作用。同时，政策重点关注受疫情冲击较大

区域发展，在政策的大力呵护下，上海等地区产业债净融资额有望由负转正。另

外政策多方面支持民营企业经营条件改善，在金融市场释放出乐观信号，若示范

效应达预期，民营企业融资将受到各方主体更广泛支持，市场关注度提升，信心

有望逐步修复。 

 

 

 

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

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

公司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

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国际，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