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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产业债发行量下降遇偿还高峰，净融资额环比同比均由正转负。民营
企业信用增进工具未达预期，净融资净流出规模环比同比均走扩，但政策持续释
放积极信号。货币政策以及基本面保持宽松，产业债发行利率和利差环比同比均
下行。产业政策重点关注汽车、制造、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文旅、房地产业，
涵盖包括边境地区在内的全区域，战略方向关注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民营企
业，券种涉及多个新型主题债券。预计 8 月产业债偿还压力略降，净流出或将收
窄；发行利率和利差将低位震荡；政策引导产业债发行在行业、区域、结构、券
种上将呈现新变化。

一、产业债发行量下降遇偿还高峰，净融资额环比同比均由正转负；发行利
率和利差环比下行
产业债遇偿还高峰，净融资额环比同比均由正转负，存量规模呈收缩趋势。
2022 年 7 月，产业债发行 780 只，共募集资金 7,652.24 亿元，发行数量和规模
环比分别下降 24.78%和 8.29%，同比分别下降 24.78%和 18.50%。7 月产业债偿
还规模为 9,361.03 亿元，为今年以来单月极值，环比增长 13.76%，同比增长
9.91%，偿还压力有所增长。产业债发行量呈现出下降趋势显示出发行人滚续需
求不高。7 月产业债净融资额为净流出 1,708.80 亿元，环比同比均由正转负。
本年度 1 月和 2 月产业债净融资额均在 1 千亿元以上，且连续 4 个月为净流入，
影响存量规模呈扩张形势。5 月净融资额为负，6 月虽为正但仅为 100 亿元左右，
本月再次进入负值区间，产业债存量规模由年初的扩张转为收缩。
行业方面，交通运输、农林牧渔行业发行规模环比增幅较大，大部分行业偿
还压力环比增加，发行规模前十位行业有八个行业净融资额为负，且均在 100 亿
元以上，公用事业等行业净流出环比走扩。2022 年 7 月产业债发行规模前五大
行业依次为非银金融、公用事业、交通运输、综合、建筑装饰行业。前五大行业
产业债发行规模合计占比 61.48%，环比下降 11.06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4.43 个
百分点，集中度有所下降。与去年同期相比，交通运输行业发行规模超过综合行
业。本月交通运输部部委会议提出建设包括新能源设施在内的交通公路基础设施
建设，以及文旅部发布文旅行业恢复发展相关政策，叠加交通运输行业偿还压力
有所增长，交通运输行业产业债发行规模环比同比均增长明显。本月发改委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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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新型城镇化相关政策和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关政策
影响下，农林牧渔行业发行规模增长明显，建筑装饰行业发行规模小幅增长。发
行规模前五大行业中，非银金融、建筑装饰行业偿还压力环比下降，交通运输行
业偿还压力上升幅度较大。净融资方面，由于大部分行业偿还压力环比有所增加，
净融资额为负的行业较为正的行业多 4 个。非银金融、综合、房地产、商业贸易
行业净融资额环比由正转负。公用事业、采掘、钢铁行业净流出规模环比走扩。
交通运输、有色金属行业净流出规模环比收窄。仅建筑装饰、食品饮料行业净融
资额在 100 亿元以上。
主体评级方面，AAA 级产业债发行规模环比增长，其他级别发行规模环比基
本均下降，无评级规模占比环比同比均有较明显下降。从占比情况看，2022 年 7
月 AAA 级产业债发行规模占比在 75%左右，占比环比和同比均有较明显增长。AA+
和 AA 级发行规模占比环比和同比均有所增长，分别增长至 7%和 2%以上。无评级
发行规模占比环比和同比均有所下降，下降至不到 15%，降幅较明显。其他级别
占比均在 1%以下。AAA 和 A+级发行规模环比增长，其他级别环比均下降。AA 及
以下级别发行规模同比均增长，其他级别均下降。
企业性质方面，除公众企业产业债发行规模环比增长、偿还规模环比下降、
净融资额为正以外，其他类型企业发行规模环比均下降、偿还规模均上升、净融
资额均为负；民营企业信用增进工具未达预期，净融资净流出环比同比均走扩，
但政策持续释放积极信号。2022 年 7 月，除公众企业产业债发行规模环比同比
均增长外，其他类型企业均下降。中央国有企业发行规模占比维持在 45%左右，
民营企业占比环比同比均下降，降至不到 8%。除公众企业偿还压力环比减小外，
其他类型企业均增大。民营企业偿还规模环比同比变动幅度均最小。仅公众企业
为净流入，其他类型企业均为净流出，且净流出规模均在 300 亿元以上。中央国
有企业、民营企业净流出额环比走扩。本月证监会等 3 部门发布债券市场支持民
营企业相关政策，提出减免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交易费用、支持高新技术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领域民营企业债券融资、鼓励金融机构加大民营企业债券投资、增进民
营企业债券投融资共识信任；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信用信息采集、记录、
共享机制；强化民营企业债券发行端及存续期全流程信息披露；加强对民营企业
债券融资的政策引导、市场组织、项目推介、服务支持。政策旨在助力稳住经济
大盘，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
区域方面，内蒙古等少数省市产业债发行规模环比增长同时净融资额为正，
发行规模前五大省市均为净流出，北京等 4 省市净流出额超百亿。2022 年 7 月
产业债发行规模前五大省市依次是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上述省市发
行规模合计占比为 70.77%，环比上升 2.21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2.86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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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五大省市中仅广东发行规模环比增长。大部分省市偿还压力较上月有所增大，
前五大省市、湖南、西藏、吉林、新疆偿还压力增幅较大。31 省市中产业债净融
资净流出的省市为 23 个，北京等 8 个省市净流出额环比走扩，福建等 14 个省市
环比由正转负。近期房地产“断贷潮”、美国对中国产业链的压制、地缘冲突带
来原材料上涨等因素对产业债发行产生一定影响，下半年经济发展向好预期并未
在本月产业债中体现。
券种方面，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环比增幅较大，占比有所提升；资产支持证
券等五个券种发行规模环比下降。2022 年 7 月，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定向
工具、政府支持机构债、可交换债发行规模环比增长，其他券种均下降。中期票
据、政府支持机构债、定向工具、可交换债发行规模同比增长，其他券种均下降。
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占比环比同比均有较明显增长，增至 40%以上。
发行利率方面，产业债平均发行利率环比下行，发行利率 2%以下数量占比
环比增长，其他利率区间占比均下降。2022 年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财
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弥补社会需求不足，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本月产
业债平均发行利率为 2.84%，环比下行 36.63BP，同比下行 86.48BP，下行幅度
较大。发行利率下行一方面与 AAA 级发行量占比提升相印证，另一方面也显示出
产业债融资需求有所减弱。具体来看，7 月产业债发行利率集中于 2%到 3%之间，
发行数量占比 30.57%，环比下降 8.00 个百分点；其次占比较高的是 3%到 4%之
间，发行数量占比 27.68%，环比下降 3.45 个百分点；发行利率小于等于 2%的占
比 8.29%，环比增长 12.09 个百分点，增幅较大；而发行利率大于 5%的占比 7.14%；
发行利率在 2%以上的占比环比均下降。主体评级方面，各级别平均发行利率环
比同比均下行，其中 AA 级下行幅度较大，超过平均下行幅度。区域方面，辽宁
发行利率在各省份中最高，同比上行；其次是甘肃，环比同比均上行。新疆等 6
省份发行利率环比上行，湖北等 4 省份同比上行，其他省份均下行。企业性质方
面，各类型企业平均发行利率环比同比均下行，其中民营企业下行幅度较大。
利差方面，产业债平均利差环比同比均下行，政策影响下民营企业利差同比
收窄幅度最大，产业债期限短端收窄长端走扩基本延续上半年趋势。7 月产业债
平均利差为 56.88BP，环比下行 6.09BP，同比下行 10.75BP。各级别产业债利差
同比均下行，其中 AA 级下行幅度最大。农林牧渔行业利差在 200BP 以上，在各
行业中最高，其他行业均在 100BP 以下，其中国防军工行业利差最低。各行业利
差环比均下行。除农林牧渔行业利差同比上行外，其他行业均下行。企业性质方
面，各类型企业利差同比均下行，其中民营企业下行幅度最大，政策对民营企业
支持力度加大显现出成效。期限方面，长端利差同比上行，货币政策宽松使短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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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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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利差维持高位，利差在 100BP 以上的区域还包括甘肃、广西、天津、新疆、云
南；甘肃利差同比上行，其他省份均下行，其中青海下行幅度最大。
产业债有效投标倍数环比持平，AAA 级环比上行。7 月下半年经济恢复尚需
时日，市场避险情绪依旧，AAA 级产业债有效投标倍数上行，而 AA+级和 AA 级有
效投标倍数下行，显示出投资者出现更加愿意配置高等级产业债。区域方面，重
庆产业债平均有效投标倍数环比增幅最大，河北环比增幅较大使其超过湖南等省
份排名首位。
产业债新券种发行规模环比同比均有较明显增长；多项政策与新券种相关，
使多数新券种发行规模环比增长。7 月在产业债发行规模整体环比同比均下降的
形势下，产业债新券种发行规模环比同比增幅分别超过 30%和 70%，新券种在产
业债中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具体来看，环比方面，绿色债券、乡村振兴债券、
革命老区债、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创新创业公司债券、可持续挂钩债、短期公司
债券、科创票据、一带一路债发行规模均增长。同比方面，除碳中和债等少数品
种，其他券种发行规模均增长。本月交易商协会推出“常发行计划”、发改委发
布新型城镇化建设相关政策、上交所开展组合型信用保护合约业务试点、发改委
提出债券市场支持民营企业，上述政策对新券种发行量增长均起到积极作用。
二、本月产业政策重点关注汽车、制造、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文旅、房地
产业，涵盖包括边境地区在内的全区域，战略方向关注新型城镇化、农业农村、
民营企业
7 月 5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有关工作
的通知》，提出对具备相关条件的基础设施存量项目，可采取基础设施领域不动
产投资信托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 REITs）、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方
式盘活；可通过产权规范交易、并购重组、不良资产收购处置、混合所有制改革、
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盘活存量资产，加强存量资产优化整合。旨在推动盘活存量
资产、扩大有效投资。7 日，商务部等 17 部门发布《关于搞活汽车流通 扩大汽
车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支持新能源汽车购买使用；加快活跃二手车市场；
促进汽车更新消费；推动汽车平行进口持续健康发展；优化汽车使用环境；丰富
汽车金融服务。12 日，国家发改委发布《“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旨在
坚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
镇化道路，明确“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的目标任
务和政策举措。此政策涉及区域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成渝地
区、边境地区等，基本涵盖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所有产业。同日，银保监
会发布《关于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提出优化制造业
外贸金融服务；积极稳妥发展供应链金融服务；促进制造业向高端化、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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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转型；精准有效开展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增强金融创新的科技支撑。15 日，
农业农村部等 4 部委发布《关于推进政策性开发性金融支持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的通知》
，旨在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保障和金融服务。19 日，交通
运输部部委会议提出加快构建新疆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全面构建现代化工程
建设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加快推进公路沿线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完善的公路
沿线充电基础设施网络。25 日，文旅部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
发展的通知》，提出进一步拓宽文化和旅游企业的融资渠道，加大对符合条件的
文化和旅游企业发行债券的支持力度，旨在发挥金融管理部门、文化和旅游行政
部门、金融机构各方合力，促进文化和旅游行业恢复发展。27 日，证监会等 3 部
门发布《关于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通知》，旨在助力稳住
经济大盘，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创新、转型升级、健康发展。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保交楼，同时要求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子是用
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
住房需求，旨在稳定房地产市场。本月产业政策的特点一是指定特定行业，目的
是振消费、复发展、稳楼市；二是覆盖区域面积进一步扩大；三是结构调整进一
步深化。产业政策释放信号，引导作用或将逐步带来债市新变化。
展望后市，8 月产业债偿还压力略降，净融资净流出规模或将收窄；发行利
率和利差将低位震荡；政策引导产业债发行在行业、区域、结构、券种上将呈现
新变化。
从目前数据来预测，8 月产业债偿还规模将略低于 7 月，暑假出行需求增长
或将造成疫情局部反弹趋势，以及经济形势向好程度未及预期，预计产业债发行
规模增长空间不大，但净流出或将收窄。8 月上海、辽宁、贵州、河南、吉林偿
还压力将有所减轻，陕西、天津、河北、湖北、广西偿还规模将上升，滚续需求
或将带来上述地区发行增长。8 月预计资金面仍将维持宽松状态，流动性溢价作
用下产业债发行利率和利差将低位震荡。辽宁、甘肃产业债平均发行利率预期存
在下行空间，吉林、西藏存在上行空间，黑龙江仍将维持较高利率水平。在宽信
用落地以及经济整体预期向好的形势下，AA+级产业债认购倍数预期提升，但或
将不会影响到 AA 级。
从 7 月出台政策的关注点来看，8 月产业债从行业、区域、结构、券种上将
呈现新变化。行业方面，预计 8 月汽车产业将有实效修复。制造业得到金融市场
持续支持，在创新转型过程中对包括新券种在内的产业债具有需求，在优化制造
业外贸金融服务的政策指引下，预期产业债需求将拓展到外贸领域。交通运输等
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将有增量空间。疫情冲击并反弹得到控制后，文旅产业接受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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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市场服务有利于快速恢复发展。资质较差地产企业将逐步出清，房地产业债券
融资将取决于政府信用背书等信用增进方式下行业整体的信用修复程度。区域方
面，在政策提及较发达地区同时，边境地区、新疆列入重点发展规划，充分显示
出我国已进入区域经济以发达地区带动欠发达地区的融合发展实践阶段。6 月世
界首条环沙漠铁路在新疆开通，疫情得到控制以及暑假因素，新疆旅游产业快速
恢复，呈现蓬勃发展趋势。政府及时抓住时机，对新疆交通运输行业进行详细战
略部署，预计包括新疆在内的丝绸之路沿线区域债券融资需求将增长。经济发展
结构方面，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将更加渗透至城镇农村，预计城镇农村债券
资金需求或将增大，进入增量阶段，募集资金用途有更加精准投向新型城镇化和
三农领域倾向。债券市场将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民营企业将在担保增信、
减免费用、加强信披、路演推介、交流共识、技术创新等方面得到改革与支持，
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将获得市场更多主体的呵护，或将带来融资向好局面。券种方
面，多项政策提及的高频词与新能源、新型城镇化、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疫情
防控、民营企业增信等新主题券种一致，新券种将进一步提升发行规模。另外资
产支持证券作为盘活存量资产、扩大有效投资的有效手段，政策推动同时考虑审
批门槛，市场需求或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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