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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国际：信用债发行规模同比环比均下降 政策加力推进企业融资需求

回升 

 债市研究团队 | 技术研究部（研究院）| 010-67413337 | research@dagongcredit.com 2022年 8月 18日 

 

摘要：今年以来，信用债供给收缩，发行规模和净融资额均同比下降，结构

性资产荒现象突出。其中，7 月信用债发行数量与规模延续 6 月同比下降态势，

降幅扩大至 11.77%和 14.42%，环比则由升转降，净融资额年内继 5 月后第二个

月处于负值区间，净流出 929.54 亿元。从发行利率来看，市场资金充裕，信用

债发行利率处于低位窄幅震荡状态。信用债发行结构方面，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信

用债发行数量与规模同比下降明显，信用债扩容空间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向中部

地区转移。以民营房地产企业为代表的信用债发行情况持续低迷，中央国有企业

和地方国有企业融资情况相对较好。监管政策重点推动债券市场支持民营企业改

革发展，相关品种业务规则体系不断完善，信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机制不断完善，

司法服务进一步加强。发行展望方面，在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实体经济融

资需求提升相对缓慢，短期来看信用债难以大幅扩容，但接下来稳经济政策持续

加力，预计市场信心进一步修复，叠加信用债偿还压力较大，信用债发行规模预

计有所回暖。 

 

 

信用债供给方面，今年以来，信用债1发行规模和净融资额均同比下降，其

中，7月信用债发行数量与规模延续 6月同比下降态势，降幅扩大，环比则由升

转降。 

从数据来看，今年前七个月，信用债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分别小幅下降 6.91%

和 4.86%；净融资额同比下降 20.45%，降幅稍低于 2021 年全年水平。其中，城

投债2除了 5 月发行规模同比上涨外，其他月份均为同比下降；产业债发行规模

也是多数月份同比下降。从上市地点来看，在深圳交易所上市的信用债规模同比

下降 32.73%；在上海交易所上市的信用债规模除了 2 月、5 月同比小幅上涨外，

其他月份均同比下降，前 7 个月发行规模同比下降 15.13%；银行间市场上市的

信用债规模同比小幅上涨 1.79%，其中 3 月、4 月、7 月发行规模同比为下降。

信用债供给缩量主要因为化解隐性债务而收紧城投债发行审核政策，同时经济下

行周期叠加疫情扰动，企业宽信用内生动力不足，融资需求下降。 

                                                             
1 数据来自 wind，提取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8 日，以发行起始日划定。 
2 采用 Wind 城投债口径，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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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债 7月发行规模同比环比显著下降，发行利率维持低位震荡，再现“资

产荒”现象。信用债发行数量和规模同比分别下降 11.77%和 14.42%，环比分别

下降 16.91%和 16.32%。从数据上看，2014-2021 年历年 7 月信用债发行规模同

比均为上涨，本月出现发行规模同比下降较为罕见3。净融资方面，信用债净融资

额年内继 5月后第二个月处于负值区间，净流出 929.54亿元，与 5月基本相当。

从信用债发行利率来看，市场资金充裕，信用债发行利率处于历史低位窄幅震荡

状态。市场流动性保持较充裕状态，债券市场发行利率较六月有所下行，信用债

不同期限品种发行利率涨跌互现，但较上年同期均明显下降。其中，1 年期 AAA

级和 AA 级平均发行利率环比分别下行 6.78BP 和 92.47BP，AA+级发行利率环比

上行 18.04BP；3 年期 AAA 和 AA+级主体发行利率环比下降 11.18BP 和 24.40BP，

AA级主体发行利率则环比上行 24.75BP。信用债有效投标倍数较上月和上年同期

均有所提升，达到 1.22 倍，仅次于 5 月“资产荒”情况，主要因为地产“断供

潮”蔓延，叠加高层对宏观政策调控定调相对偏稳，市场对经济预期转弱，投资

者避险情绪上升，同时资金面富裕，配置债券资产需求较高。从债券品种来看，

7月，除中期票据、一般短期融资券、私募债、可交换债、商业银行次级债发行

规模同比上涨外，其他品种发行规模同比均下降。多数信用债品种净融资额处于

负值区间，其中超短期融资券已经连续第三个月净流出；一般短期融资券、定向

工具、交易商协会 ABN、企业债、一般公司债、商业银行债净融资额由正转负；

银保监会主管 ABS 净融资额连续第七个月为负，本月净流出规模为年内最大值

516.06 亿元；证监会主管 ABS 净融资额在 6 月为正后再次转负，7 月净流出

197.83亿元。 

表 1 信用债各品种发行情况 

 2022 年 7 月 2022 年 1-7 月 

债券类型 

发行只

数

（只） 

发行规模

（亿元） 

只数同

比(%) 

规模同

比(%) 

发行只

数(只) 

发行规模

(亿元) 

数量同

比(%) 

规模同

比(%) 

超短期融资债券 346 3,816.65 -12.18 -8.53 2,691 27,027.34 -1.46 -5.24 

一般中期票据 216 2,357.10 4.85 11.87 1,642 16,451.43 22.17 22.59 

私募债 195 1,490.30 -4.41 5.24 1,213 8,879.17 -18.54 -13.63 

一般公司债 108 1,015.33 -26.03 -41.03 824 8,772.80 3.65 -7.97 

证券公司债 47 1,007.93 -22.95 -27.21 211 4,382.58 -13.52 -26.00 

证监会主管 ABS 272 968.35 -18.32 -31.53 1,662 5,994.35 -25.34 -31.30 

定向工具 75 468.49 -6.25 -3.10 715 4,561.17 -4.28 -6.03 

一般短期融资券 46 445.33 27.78 34.30 347 3,363.25 18.84 40.36 

                                                             
3 从数据上来看，2014-2021 年，历年 7 月信用债发行规模同比涨幅在 0.07%至 38.05%，未出现同比下降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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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信用债各品种发行情况 

 2022 年 7 月 2022 年 1-7 月 

债券类型 

发行只

数

（只） 

发行规模

（亿元） 

只数同

比(%) 

规模同

比(%) 

发行只

数(只) 

发行规模

(亿元) 

数量同

比(%) 

规模同

比(%) 

商业银行次级债券 15 387.65 200.00 164.79 72 5,759.15 0.00 32.47 

一般企业债 48 371.13 2.13 -15.21 328 2,537.90 18.41 -3.37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 19 315.00 -24.00 -55.63 119 2,119.00 -11.19 -36.39 

政府支持机构债 1 200.00 - - 11 1,200.00 57.14 140.00 

交易商协会 ABN 50 196.45 -52.38 -53.80 549 2,949.98 -22.89 -1.24 

可转债 15 151.97 87.50 -16.85 75 1,327.53 2.74 -21.58 

银保监会主管 ABS 16 97.37 14.29 -63.21 182 1,898.21 -33.82 -58.03 

商业银行债 5 90.00 -16.67 -75.61 78 6,146.57 36.84 36.17 

其它金融机构债 5 62.00 -16.67 -34.74 15 489.00 -68.09 -47.08 

可交换债 4 26.76 100.00 184.98 16 293.99 14.29 31.63 

保险公司债 1 10.00 -50.00 -79.17 10 221.50 -23.08 -36.35 

国际机构债 - - - - 3 115.00 -25.00 21.05 

合计 1,484 13,477.82 -11.77 -14.42 10,763 104,489.92 -6.91 -4.86 

数据来源：wind，大公国际整理 

信用债发行结构方面，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信用债发行数量与规模同比下降

明显，信用债扩容空间从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以民营房地产企业

为代表的信用债发行情况持续低迷，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融资情况相

对较好。 

从行业4来看，2022 年 1-7 月，建筑装饰、综合、非银金融、银行四个行业

发行规模均超万亿，其中综合与银行行业发行规模同比上涨，建筑装饰、非银金

融同比下降；其后是公用事业、交通运输、房地产行业，信用债发行规模在 3000

亿元至 9000亿元，但同比均为下降；商业贸易、采掘、化工、钢铁、食品饮料、

有色金属行业信用债发行规模在 1000-2500 亿元之间，而且同比均为不同程度上

涨。从净融资来看，建筑装饰行业或主要受益于基建投资持续加力，实现净融资

排名首位，但同比下降 24.06%；非银金融行业净融资额仅在 6 月为正，前七个

月净流出规模已经达到上年全年净流入规模的 42.74%，达到 2,240.44 亿元；净

融资净流出的行业还有采掘、医药生物、建筑材料、国防军工、轻工制造等。房

地产行业融资情况缓慢修复，但净融资再次由正转负，或因行业救助政策效果不

够理想，加之“断贷潮”蔓延，投资者仍然较为悲观。民营房地产企业融资情况

仍未见好转，月度净融资额自去年 5月以来连续处于负值区间，7月净流出规模

创下年内最高值 154.23亿元。 

                                                             
4 采用申万一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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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分布特征来看，由于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要求在广东、上海等经济体

量大、财政实力强的地区率先试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信用债供给收缩显著。今

年前七个月，信用债发行规模排名前六的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

发行信用债规模同比均下降，福建、湖北、安徽、重庆等排名中游地区发行规模

同比上涨明显。从净融资来看，贵州、云南、东北三省、青海、天津等地出现净

融资额为负的月份较多，需注意区域信用风险变化情况。 

从企业性质来看，民营企业信用债发行情况未见改善，净融资持续为负。地

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发行规模占比排名前两位，分别较上年同期提升至

55.49%和 33.02%，民营企业发行规模占比较上年同期下降 1.04个百分点至 4.93%。

同比来看，今年以来，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发行规模同比分别小幅一降

一升，而民企发行信用债规模同比下降幅度最大，达到 21.37%，其次是公众企

业，同比下降 13.12%。净融资方面，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实现净融资分

别达到 15,222.29亿元和 5,706.35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52%和 14.66%；民

营企业净融资额依旧为负，净流出规模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达到 1,049.57 亿

元。 

 

监管政策重点推动债券市场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相关品种业务规则体

系不断完善，信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机制不断完善，司法服务进一步加强。 

公司债券、可交换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品种发行上市、信息披露、

交易等相关业务规则不断完善。7月 1日，沪深交易所对可转换公司债券自律监

管指引公开征求意见，重点明确投资者预期，优化赎回、回售实施期限，严格短

线交易监管，压实中介机构责任。7月 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债券借贷业务办法》发布，明确参与者范围为专业投资者中的机

构投资者。7 月 11 日，交易商协会建立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行为信息档案，收

集市场参与者交易和结算行为相关信息。7 月 15 日，上交所发布修订后《上海

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业务指南第 1 号——交易业务》，进一步便利市场主体开展

债券交易。同日，深交所发布通知，规范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确认程序、资

产支持证券挂牌确认程序、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审核程序，有利于规范发行上市审

核工作，提升审核透明度，同时压实市场相关主体责任、明确市场预期。7月 28

日，交易商协会发布《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存续期信息披露

文件示范文本（2022 版）》，便利披露文件编制，提高存续期披露质效。 

债券市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方面，7 月 22 日，《中国证监会 国家发展改革

委 全国工商联关于推动债券市场更好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的通知》发布，推

出十二条举措支持民营企业债券融资，包括推动更多符合条件的优质民营企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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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知名成熟发行人名单，适当放宽受信用保护的民营企业债券回购质押库准入门

槛，指导有关金融基础设施减免民营企业债券融资交易费用，鼓励证券公司加大

民营企业债券承销业务投入等。7 月 29 日，中国结算修订受信用保护债券回购

管理暂行办法，适当放宽相关民企债券、科创债券开展受信用保护回购业务的发

行人主体评级要求；同时，进一步完善了相关业务安排，强化对于合格创设机构

的管理，缩短信用保护凭证剩余期限要求。 

债券创新品种方面，7 月 25 日，上交所召开央企科创债融资支持座谈会，

推出灵活募集资金使用等多项针对性的支持安排，助推央企加速科技创新进程。

7月 29 日，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原则》，明确了绿色债券定

义及四项核心要素，进一步明确了募集资金应 100%用于绿色项目，实现与国际

绿色债券标准接轨。 

信用风险防范与化解、债券市场法制建设方面，7 月 22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召开全国企业债券本息兑付风险排查和存续期监管工作视频会议，要求持续完

善和发展企业债券风险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应对、早处置”工作

机制，切实防范化解风险。持续做好企业债券领域风险防范工作。7 月 25 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的意见》，

提出依法严惩通过虚假诉讼手段逃废债、虚假破产、诈骗财物等行为。7月 29日，

证监会、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证券违法行为人财产优先用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有关事项的规定》，民事赔偿责任优先原则率先将在证券领域落地，对保护投资

者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7 月 29 日，财政部年内第二次通报融资

平台公司违法违规融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强调把防范化解隐

性债务风险作为重要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牢固树立底线意识和“红线”意识，

坚决杜绝新增隐性债务。7月 30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总经理工作报告（节选）指

出，健全完善全方位风险监测体系，强化宏观形势和重点风险研判，加强关联因

素分析，提前做好应对预案，对债券违约实施差异化分类处理，继续推动风险类

公司出清。 

对外开放方面，7 月 1 日，外汇交易中心面向境外机构推出多项创新举措，

便利境外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7 月 26 日，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开展

熊猫债注册发行机制优化试点的通知》，推出一揽子熊猫债机制优化举措，进一

步推进银行间市场制度型开放。 

 

 

发行展望方面，未来几个月信用债偿还压力上涨，同时发行成本预计维持低

位，预计信用债发行规模环比有所回升，但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短期内企业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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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恢复相对缓慢，还需稳经济政策持续加力。 

从经济基本面来看，目前经济恢复势头有所放缓，7月末政治局会议强调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下半年经济增长压力较大，需要政

策再发力。社融数据不及预期，疫情反复和防控政策层层加码的情况下，预计货

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市场流动性。当前经济面临下

行压力，新旧动能转换短期缺乏足够支撑，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恢复相对较慢，随

着稳经济政策加快落实，经济企稳回升的基础进一步巩固，相信企业发债融资的

需求进一步提升。从到期债务滚续来看，未来几个月信用债偿还规模处于历史较

高水平，其中 8 月信用债偿还规模创近四个月来新高，预计供给规模将相应上

涨，净融资有望实现转正。在化解防范隐性债务风险的严格要求之下，城投企业

面临转型压力，城投债发行审核预计依然维持偏紧状态。今年以来东部经济发达

地区信用债供给减量减速，中部地区表现相对较好，信用债发行规模依然同比增

长。需要注意的是，财政部两次通报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所涉及地区

以中西部为主，所以预计未来中西部地区信用债供给规模难以维持大幅上涨趋势。

从各行业到期偿还压力来看，非银金融、公用事业、综合、交通运输、银行、建

筑装饰等行业信用债偿还规模较高，预计这些行业接下来发债规模依然维持较高

水平。房地产行业信用风险不断累积，民营房企发债融资仍面临较大困难，监管

部门选取示范房企支持其发债融资后将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加快房地产行业信

用风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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