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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8月产业债发行和偿还规模环比“双升”，净流出环比走扩，且为 2021

年以来单月极值；央行降息影响下，产业债发行利率和利差环比继续下行。工信

部等部门出台家居产业及信息通信行业相关政策促进建筑装饰、建筑材料、通信

行业产业债发行规模出现较明显增长。大部分省市产业债发行规模环比增长，净

流出和净流入省市数量各半，北京净流出环比走扩且超千亿。发行利率方面，受

人民银行下调 LPR 影响，产业债各级别平均发行利率环比同比均下行，发行利率

2%以下数量占比环比均增长；产业债平均利差环比同比均收窄。多项政策对新券

种发行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债市创新推出碳资产债、新基建债；新券种发行规模

环比同比均有较明显增长。本月国家层面产业政策重点关注驾驶自动化、高科技

通信、新能源领域，以及通过标准化碳核算推进多个行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产

业政策引导产业债服务于更加广泛的绿色低碳转型产业。 

 

 

一、产业债发行和偿还规模环比“双升”，净流出环比走扩，且为 2021 年以

来单月极值；央行降息影响下，产业债发行利率和利差环比继续下行 

产业债发行规模和偿还规模环比均增长，但净流出规模环比走扩，且为 2021

年以来单月极值。2022年 8月，产业债发行 965只，共募集资金 8,338.48亿元，

发行数量和规模环比分别增长12.47%和5.70%，同比分别下降21.74%和21.57%。

当月产业债偿还规模为 9,977.85亿元，为今年以来单月极值，环比增长 5.51%，

同比增长 14.89%，偿还压力有所增长。偿还压力带来的滚续需求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发行规模环比增长。产业债净融资额为净流出 1,639.38 亿元，环比走扩，

同比由净流入转为净流出。本年度前八个月中，有三个月份产业债为净流出，且

8 月净流出规模最大。前八个月产业债净融资额为 785.17 亿元，明显低于去年

同期的 4千亿元。 

行业方面，工信部等部门出台家居产业及信息通信行业相关政策促进建筑

装饰、建筑材料、通信行业产业债发行规模出现较明显增长；发行规模前五位行

业有四个行业净融资额为负，且均在 100 亿元以上。2022 年 8 月，产业债发行

规模前五大行业依次为非银金融、公用事业、综合、交通运输、建筑装饰行业。

与上月相比，综合行业发行规模超过交通运输行业，位列本月第三位。前五大行

业产业债发行规模合计占比 64.82%，环比增长 2.68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1.4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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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点。本月工信部等四部门提出家居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促进建筑装饰和

建筑材料行业发行规模环比出现较明显增长。工信部等八部门提出信息通信行业

绿色低碳发展，影响通信行业发行规模同比出现较明显增长。另外轻工制造、休

闲服务、银行业发行规模环比出现较明显增长。发行规模前五大行业中，交通运

输、建筑装饰行业偿还压力环比减小。另外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汽车行业偿还

压力环比明显增大。净融资方面，净融资额为负的行业有 15个，环比减少 1个；

为正的行业有 13 个，环比增加 2 个。净融资额为正的行业中仅建筑装饰行业净

融资额在 100亿元以上，其他行业净流入规模较小。纺织服装、电气设备、传媒、

通信行业净融资额环比由正转负。交通运输、公用事业、非银金融、汽车行业净

流出规模环比走扩。国防军工、采掘、商业贸易、钢铁、综合、房地产、银行业

净流出规模环比收窄。 

主体评级方面，AAA、A+级产业债发行规模环比下降，其他级别均增长；AAA

级发行规模占比环比下降、同比上升。从占比情况看，2022 年 8 月 AAA 级产业

债发行规模占比在 67%左右，占比环比有较明显下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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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和 3%以上；无评级发行规模占比环比有

所增长，增长至不到 20%；其他级别占比均在 1%以下。从发行规模上看，与上月

相比，AAA和 A+级发行规模环比下降，其他级别环比均增长。同比看，AA和 AA-

级发行规模同比增长，其他级别均下降。 

企业性质方面，中央国有企业和公众企业产业债发行规模环比下降，各类型

企业产业债发行规模同比均下降，偿还压力环比同比均增长，中央国有企业和民

营企业为净流出且环比走扩。2022 年 8 月，中央国有企业和公众企业产业债发

行规模环比下降，其他类型企业均增长；各类型企业发行规模同比均下降。中央

国有企业发行规模占比环比有所下降，民营企业占比环比上升至 8%以上。各类

型企业偿还压力环比同比均增长。地方国有企业为净流入，其他类型企业均为净

流出，其中中央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环比走扩。 

区域方面，大部分省市产业债发行规模环比增长，净流出和净流入省市数量

各半，北京净流出环比走扩且超千亿。2022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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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省市发行规模合计占比为 67.28%，

环比下降 3.66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1.54个百分点，集中度略有下降。与上月相

比，浙江发行规模超过江苏，本月排名位居第四。从环比变化来看，前五大省市

中仅北京发行规模环比下降；除前五大省市外，其他大部分省市发行规模环比增

长，其中新疆增幅最大。31个省市中偿还压力环比减小省市为 13 个，增大省市

为 17个，其中海南、广西、内蒙古环比增幅较大。融资净流入省市 16个，净流

出省市 15 个，其中青海、贵州、甘肃、湖北、天津、广东、北京净流出规模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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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走扩。8月 24日，国常会部署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河南、湖南、福建、山东、

湖北、江苏等 10 个经济大省开展督导服务，旨在以经济大省为重点区域落实稳

经济一揽子政策，达到稳住经济大盘目的。此次行动对区域债市的传导作用有待

关注。 

券种方面，短期融资券发行规模环比同比均下降，公司债发行规模环比增幅

最大。2022年 8月，短期融资券、政府支持机构债、可转债、定向工具发行规模

环比下降，其他券种均增长。中期票据、政府支持机构债、企业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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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至 35%以下，环

比同比均下降，债务短期化情况出现一定好转。 

发行利率方面，受人民银行下调 LPR 影响，产业债各级别平均发行利率环比

同比均下行，发行利率 2%以下数量占比环比均增长。2022年 8月 1日人民银行

召开 2022 年下半年工作会议，提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

区间。10日人民银行发布《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出下一阶段将

加大稳健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10日

人民银行发布《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介绍》，提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具有基础

货币投放功能，有助于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本月人民银行将 1 年期、

5 年期 LPR 分别下调 5BP、15BP，降息传导产业债发行利率整体下行。本月产业

债平均发行利率为 2.82%，环比下行 10.89BP，同比下行 77.37BP，下行幅度较

上月均有所减小。具体来看，8 月产业债发行利率集中于 2%到 3%之间，发行数

量占比 27.98%，环比增长 2.11个百分点；其次占比较高的是发行利率小于等于

2%的债券，发行数量占比 23.73%，环比增长 4.03个百分点；发行利率在 3%到 4%

之间数量占比为 17.41%，环比下降 11.61 个百分点，降幅较大；而发行利率大

于 5%的债券占比 4.46%，环比下降 0.79 个百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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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下行幅度最大，超过平均下行幅度。区域

发行利率来看，青海发行利率在各省份中最高，其次是黑龙江、新疆、云南，均

在 4%以上；发行规模前五位省份发行利率均较低，均在 3%以下。黑龙江等 11省

份发行利率环比上行，青海等 3省份同比上行，其他地区同比环比均下行。企业

性质方面，各类型企业平均发行利率环比同比均下行，其中地方国有企业环比下

行幅度最大。 

利差方面，产业债平均利差环比同比均收窄，政策影响下民营企业利差同比

收窄幅度最大，产业债利差短端收窄长端走扩基本延续上半年趋势。8月产业债

平均利差为 52.01BP，环比下行 3.81BP，同比下行 11.44BP。各级别产业债利差

环比同比均下行，其中 AA级下行幅度均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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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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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利差环比同比均下行，其中汽车行业下行幅度较大。企业性质方面，各类型企

业利差环比同比均下行，其中民营企业同比下行幅度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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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提升倾向。长短端利差分化主要原

因一是央行政策影响下近期流动性保持宽松，引导短端利差整体呈下行趋势。二

是国际复杂形势影响下能源、猪肉、大宗商品价格预期上升，存在通胀压力；房

地产业复苏尚需时日；疫情存在不确定反弹可能性以及异常气候或灾难，投资者

对长端债券需求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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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贵州、宁夏产业债利差环比上行，

其他省份均下行。 

产业债有效投标倍数环比小幅下行，AAA 级环比下行。8月除 AA 级产业债有

效投标倍数上行外，其他级别均下行。区域方面，内蒙古产业债平均有效投标倍

数环比同比增幅均最大，使其排在各省份之首，其次是湖北。 

多项政策对新券种发行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债市创新推出碳资产债、新基建

债；新券种发行规模环比同比均有较明显增长。本月人民银行、财政部、工信部

等部门发布多项政策对债券市场创新均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包括保险公司发行无

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农村公路扩投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涉及新券种包括乡村

振兴债、双创债券、科创票据、转型债券、数字经济债券、碳中和债、绿色债券

等。8月在产业债发行规模整体同比下降的形势下，产业债新券种发行规模却环

比同比增幅分别超过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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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债、革命老区债、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短期

公司债券、蓝色债券、数字经济债、转型债券、疫情防控债、碳资产债、新基建

债发行规模环比增长。其中碳资产债、新基建债为本月债券市场推出的新型贴标

产品。同比方面，除碳中和债、乡村振兴债、短期公司债券发行规模下降外，其

他新券种均增长。 

二、本月国家层面产业政策重点关注驾驶自动化、高科技通信、新能源领域，

以及通过标准化碳核算推进多个行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 

8月 1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发布《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

案》，提出到 2025 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较 2020 年下降 13.5%，单

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大于全社会下降幅度，重点行业二氧化碳排

放强度明显下降。“十五五”期间，产业结构布局进一步优化，工业能耗强度、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确保工业领域二氧化碳排放在 2030 年前达峰。该

项政策规划了长期目标，时间跨度至“十五五”期间；涉及钢铁、建材、石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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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水泥、冶炼、造纸、纺织、锂电材料、光纤、

汽车、船舶等多个工业细分行业。在该项政策影响下，相关企业及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价、节能评估审查将更加完善，中小企业将绿色低碳发展、创新驱动数字赋

能，或将推动债券市场创新发展。8日，交通运输部发布《自动驾驶汽车运输安

全服务指南（试行）》征求意见稿》，将自动驾驶写入政策法规，将带来交通运输

行业技术创新变革，债市或将更有力服务于拥有先进技术的汽车企业。9日工信

部等四部门发布《推进家居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家居产业将发生数字化

绿色化转型，未来居住环境将更加绿色、智能、健康，从产品到服务，将带动相

关产业高质量发展。19日，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生态环境部发布《关于加

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碳排放统计核算工作或涉及

各个行业；碳排放数据的有力支撑将引导碳中和债资金流向更加精准，目的性更

强；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将使数据质量全面提高，并有利于与国际接

轨。22日，工信部等 8 部门发布《信息通信行业绿色低碳发展行动计划（2022-

2025 年）》，涉及 5G、车联网、数字、智能等高新科技领域；特别提到城乡绿色

智慧发展，或对新券种发行起到引导作用。25日，工信部发布《关于推动能源电

子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综合运用包括债券在内的多种金融

工具，加大对能源电子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力度；能源电子产业将结合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5G/6G、先进计算、机器视觉、无人机等尖端领域进行发展，

并开发创新形成新能源领域。29日，工信部等五部门发布《加快电力装备绿色低

碳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电力装备十大领域（火电、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

氢能、储能、输电、配电、用电）将迎来技术创新提升，完成绿色升级和网络化

智能化转型。 

展望后市，9 月产业债偿还压力略降，融资净流出规模或将继续走扩；发行

利率和利差将低位震荡；产业政策引导产业债服务于更加广泛的涉及绿色低碳

转型产业。 

从目前数据来预测，9月产业债偿还规模将略低于 8月，疫情仍处于局部反

弹的严峻时期，经济向好尚需时日，政策弱化全年增长目标，延续强调稳经济大

盘，预计产业债发行规模有所回落，净流出存在进一步走扩可能。北京、广东、

天津、陕西偿还压力将有所减轻；内蒙古、辽宁、香港、西藏、黑龙江偿还规模

将上升，或将带来这些地区产业债发行规模增长。8月底国常会部署派出工作组

赴 10 个经济大省开展督导服务，预计上述区域产业债服务于实体经济增值提效

力度将有所加强，带动周边区域债市发展效果可期。在人民银行下半年工作会议、

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介绍、以及下调 LPR的政策影响下，预

计资金面仍将延续宽松状态，产业债发行利率和利差低位震荡情况或将延续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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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在经济整体向好不及预期的形势下，AA+和 AA级有效投标倍数上行空间不大。

新型主题债券在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将受到市场更广泛的应用，目前为小众产品的

新券种市场示范效应值得关注。从 8月出台政策的关注点来看，短期内将进入绿

色低碳转型的关键衔接阶段。涉及产业包括互联网、车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5G/6G、先进计算、机器视觉、无人机等高科技领域，同时包括钢铁、汽车等多

个工业细分产业，以及包括新能源在内的能源产业。上述产业经营主体的发债需

求将对未来债市表现起到风向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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