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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施工行业观察——2019 年四季度 

 

 

摘要 

 四季度，建筑施工行业（以下简称“建筑业”）新签合同额增速企稳回升；

但受下游需求增速放缓影响，建筑业总产值增速同比、环比均有所回落。

2020 年“新冠”疫情对建筑业短期复工冲击较大，但长期影响有限。 

 建筑业下游需求方面，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在四季度继续为负，房地产

融资首次纳入“逆周期调节”范畴，行业总体发展维持平稳。国内基建投

资表现低迷，但在基建支持政策持续加码、流动性合理充裕等因素影响

下，未来基建投资增速有望企稳。 

 四季度，建筑业企业债券发行规模较上年同期增幅较大，发行债券期限

受项目需求及央企永续债发行等因素影响有所拉长；高级别发债主体竞

争优势凸显，融资成本随市场认可度提高而进一步下降。 

 

一、 行业相关政策 

四季度以来，建筑业利好政策频出，叠加政策组合下，基建投资发力将成

为拉动建筑业需求改善的关键动力。财政及货币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有所加

大，旨在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降到最低。 

2019 年第四季度，国家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对建筑业在安全生产和

招标投标方面做出进一步明确规定和管理，为建筑业长期规范化可持续发展奠定了

基础。在继 2019 年 6 月允许将专项债券作为符合条件的国家重点支持的铁路、高速

公路和供电、供气等重大项目资本金之后，专项债券投向基建的比例大幅提升，2019

年 11 月底财政部提前下达了 2020 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1 万亿元，要求各地尽

快将专项债券额度按规定落实到具体项目，支持基建补短板作用，对基建投资形成

有效助力。加之国务院 2019 年 11 月下发的《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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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中提出，对“短板”领域的公路、铁路、城建等基

础设施项目，可适当降低资本金最低比例，专项债券有望撬动更多资金进入基建投

资。同时，通知指出，对基础设施领域和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允许项目法人和项

目投资方通过发行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多渠道规范筹措投资项目资本金，项

目资本金的来源得以丰富，进一步从资金端助力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此外，11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扩大有效投资要把水

利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作为突出重点、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等重大水利项目建设，

并进一步强调要注重发挥财政资金、专项债券资金对基建投资的带动作用。2020 年

2 月 5 日，中央“一号文”《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

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加强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启动和开工

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和配套设施建设，适时推进工程建设，“一号文”延续了 2019 年

政策对基建投资大力支持的主基调。 

货币政策方面，2019 四季度，货币政策继续在结构性去杠杆、稳增长等诸

多目标间取得平衡，逆周期政策发力带动基建投资回升。2019 年底，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以及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 2019 年第四季度例会强调，保持灵活适度的

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降低社会融

资成本。2020 年 1 月初，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释放出

约 8000 亿元的流动性；春节后央行持续出台政策，强调把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降

到最低，流动性持续边际宽松，并且引导利率下行态度明确。上述政策在促进基

建投资的同时，对房地产投资及民营建筑业企业投资将带来积极的影响。整体来

看，在目前叠加政策组合下，基建投资的发力，仍然是拉动建筑业需求改善的关

键动力，同时基建投资的稳步回升、融资成本的下降对融资较为畅通、信用资质

较高的建筑龙头企业将更为有利。 

表 1  2019年四季度以来建筑业相关政策 

颁布时间 颁发部门 文件名称 核心内容及主旨 

2019 年 10 月 国务院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明确优化营商环境的原则和方向，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

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规范政府行为，创新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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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协同联动、完善法治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

业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良好环境；加强对

市场主体经营自主权、财产权等权益的保护；优化市场

环境，对压减企业开办时间、保障平等市场准入、维护

公平竞争市场秩序、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规范涉企收费、

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等作了规定和规范 

2019 年 11 月 财政部预算司 

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0

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

限额 1 万亿元 

经国务院同意，近期财政部提前下达了 2020 年部分新增

专项债务限额 1 万亿元，占 2019 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

2.15 万亿元的 47%。同时，要求各地尽快将专项债券额

度按规定落实到具体项目，做好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工作，

早发行、早使用，确保明年初即可使用见效，确保形成

实物工作量，尽早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 

2019 年 11 月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和应急管

理部 

关于加强建筑施工安

全事故责任企业人员

处罚的意见 

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等必须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依法强化责任人员刑事责任追究。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

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应当依法

履行安全生产义务等 

2019 年 11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

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

管理的通知 

对基础设施领域和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鼓励项目法人

和项目投资方通过发行权益型、股权类金融工具，多渠

道规范筹措投资项目资本金。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

低资本金比例，将港口、沿海及内河航运项目资本金最

低比例由 25%降至 20%；对补短板的公路、铁路、城建、

物流、生态环保、社会民生等方面基础设施项目，在投

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前提下，可适当

降低资本金最低比例，下调幅度不超过 5 个百分点 

2019 年 11 月 
中共中央政治

局 

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工

作会议 

当前扩大有效投资要把水利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作为突

出重点、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等重大水利项目建设，

并进一步强调要注重发挥财政资金、专项债券资金对基

建投资的带动作用 

2019 年 12 月 国家发改委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修订

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 

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推进招投标领域简政放权；取消企业

投资项目招标方案核准；提高招投标公开透明度和规范

化水平；提高招投标效率；解决低质低价中标问题；加

强和创新招投标监管等八个方面。对现行《招标投标法》

未规定的招标终止、异议与投诉处理程序、招标档案管

理、投标担保和履约担保等基本制度作了补充规定，对

法律实施过程中有关方面理解和执行上存在疑问的规定

作了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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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中共中央政治

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货

币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增长同经济发展相适应，降低社

会融资成本。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疏通货币

政策传导机制，更好缓解民营和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问题 

2020 年 1 月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

2020 年 1 月 6 日下调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

率 

中国人民银行于 2020 年 1 月 6 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

金率 0.5 个百分点（不含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

车金融公司） 

2020 年 2 月 
中共中央国务

院 

关于抓好“三农”领

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

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 

加强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抓紧启动和开工一批重大

水利工程和配套设施建设，加快开展南水北调后续工程

前期工作，适时推进工程建设 

2020 年 2 月 财政部预算司 

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0

年部分新增地方政府

债务限额 

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0 年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

8480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5580 亿元、专项债务限

额 2900 亿元 

2020 年 2 月 
央行等五部委 

 

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

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

知 

实施好逆周期调节，保持金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加

大信贷支持力度，降低贷款成本，增加信用贷款和中长

期贷款。具体来看，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

难的，可予以展期或续贷。灵活调整住房按揭、信用卡

等个人信贷还款安排，合理延后还款期限。减免疫情严

重地区公司上市等部分费用 

2020 年 2 月 
中共中央政治

局 
政治局会议 

19 天内三次政治局会议，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形势，研究

加强疫情防控工作。强调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和谐

稳定，努力实现党中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会议指出，

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针对疫情带来的影响，研究

制定相应政策措施，并指出要积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二、 建筑业发展状况 

2019 年四季度，建筑业新签合同额增速企稳回升；但受下游需求增速放缓

影响，建筑业总产值增速较上年同期有所回落。2020 年“新冠”疫情对建筑业短

期内冲击较大，但长期影响有限。 

2019 年，国内全年生产总值 9908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0%，增速较上年下

降 0.6 个百分点。分季度来看，2019 年 1－4 季度，GDP 同比分别增长 6.4%、6.2%、

6.0%和 6.0%，呈现前三季度下行，年底企稳的态势。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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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资本形成对 GDP 的累计贡献率从 2018 年的 32.4%下降至 2019 年的 31.20%，

建筑行业下游需求整体疲弱。受此影响，2019 年，全国建筑业总产值增速较上年同

期下降 4.2 个百分点（总产值规模 248446 亿元，同比增长 5.70%），与宏观经济走

势基本一致。分季度来看，2019 年 1－4 季度，建筑业总产值同比分别增长 10.51%、

4.92%、5.76%和 3.89%，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且增速同比均有所下降。从合同签

订情况看，2019 年四季度，建筑业新签合同 10.21 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9.12%，

增速增长 2.52 个百分点。全国建筑业 2019 年累计新签订单 28.92 万亿元，新签合

同额累计同比增长 6.00%，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1.14 个百分点。截至 2019 年底，

全国建筑业签订合同总额 54.50 万亿元，累计同比增长 10.24%，增速较上年同期下

降 2.25 个百分点。 

2020 年 1 月份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多地延迟复工，建筑业一季度产值

可能受较大影响。但考虑到一季度作为传统施工淡季，建筑业收入占全年比例较小，

且施工业务进度可调节性较大，后续赶工可能追回延误进度；此外受疫情影响，政

府“逆周期调节”有望加码，建筑业有望从中受益，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

长期看对建筑业产值影响有限。 

图 1  2013－2019 年建筑业总产值及新签合同额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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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四季度，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持续为负并有进一步下降可能，新开

工面积增速触底反弹，竣工面积以及房地产销售面积较 2019 年三季度大幅增长，

符合逻辑预期。2019 年四季度房地产融资首次纳入“逆周期调节”范畴，行业总

体发展维持平稳。 

2019 年四季度，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34186.26 亿元，较 2019 年三季度

投资额减少 6.08%，环比增速持续为负并进一步扩大。考虑到 2019 年以来土地

成交价款明显回落将逐渐传导至土地购置费，以及土地成交面积下降导致建安投

资增速边际减弱影响，短期内投资增速仍有一定下行压力。销售方面，2019 年

四季度，由于房地产多在年末以价换量，2019 年四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8986.39 万平方米，较 2019 年三季度增长 20.71%，符合逻辑预期。 

施工方面，2019 年四季度，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 6144.87 万平方米，较 2019 年

三季度增长 2.07%，增速较三季度转正，反映房地产企业受融资收紧影响，为抢回款

而加速开工；施工面积 59619.71 万平方米，比 2019 年三季度减少 3.7%；由于房地

产企业竣工备案通常集中在四季度，2019 年房地产企业竣工面积 49193.25 万平方米，

较 2019 年三季度大幅增长 243.47%，较 2018 年四季度增长 15.97%，增速较去年同

期转正，反映 2018 年高新开工面积逐渐传导至竣工端。  

政策方面，2019 年四季度以来，央行《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9）》、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住房城乡建设部座谈会以及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会议等

均提出“长期坚持住房不炒”以及“因城施策”原则，2019 年 12 月以来央行

和银保监会房地产融资表态首次将房地产融资纳入“逆周期调节”范畴，不再突

出强调防范、抑制房地产金融化，房地产行业未来逆周期调节空间值得进一步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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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年6月至2019年12月房地产投资、开工及销售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资信整理 

 

2019 年四季度，全国基建投资增速延续前三季度低迷态势并进一步下探；

但在基建支持政策持续加码以及地方政府投资能力回升影响下，未来基建投资

有望进一步加速。 

2019 年四季度，全国基建投资表现低迷。地方政府主导的部分项目受制于隐性

债务核查，相应配套资金受限；中央政府主导的部分项目受下游需求放缓以及建设

进度已基本完成影响，投资需求较少。全年全国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3.8%，受四季度基建投资增速下滑影响，全年

投资增速比 2019 年前三季度回落 0.7 个百分点。从细分领域来看，全年水利、环境

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同比增长 2.9%，增速比 2019 年前三季度回落 0.6 个百分点，

持续处于较低水平；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投资全年同比增长 3.4%，增速较前

三季度回落 1.3 个百分点，其中道路运输业投资增速较前三季度有所提升，而铁路

运输业受四季度投资增速大幅下滑影响全年投资增速由正转负。 

政策方面，2019 年四季度以来，《交通强国建设纲要》发布、南水北调会议

要求重大水利项目紧急启动、国务院降低部分基础设施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以

及财政部提前下达 2020 年部分新增专项债务限额，该类政策组合将利好未来基

建投资，基建投资将成为“逆周期调节”主要抓手，交通、水利基础设施等领域

项目也将成为基建投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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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5—2019 年固定资产投资（分行业）累计同比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联合资信整理 

 

三、 建筑业企业债券发行情况 

2019 年四季度，建筑施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债券发

行期限受央企永续债发行等因素影响整体期限有所拉长；AAA 级别企业发债规

模和数量占比明显提高。 

2019 年四季度，建筑施工企业共计发行债券 53 支，发行数量较上年同期下

降 22.06%；发行规模合计 807.4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26%；发债主体共计

29 家，较上年同期下降 25.64%。 

从主要的发行品种看，2019 年四季度，建筑施工企业共计发行（超）短融

74.00 亿元，发行数量、发行家数和发行规模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25.00%、23.08%

和 26.15%，平均发行规模 6.17 亿元，略有下降，期限仍以 270 天的超短融为主。

2019 年四季度建筑施工企业共计发行中票 245.00 亿元，发行数量、发行家数和

发行规模较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60.00%、61.11%和 38.69%；发行期限主要集中在

3+N 年和 5+N 年。同期，建筑施工企业共计发行公司债（企业债）447.10 亿元，

发行数量、发行家数和发行规模较上年同期增长 43.75%、62.50%和 122.66%。

同期，建筑施工企业共计发行私募债 24.70 亿元，发行数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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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总体看，2019 年四季度，债券发行期限受央企永续债发行等因素影响

整体期限有所拉长。 

从发债主体级别来看，2019 年四季度，AAA 级别企业以大型央企为主，发行

数量（35 支）和发行规模（670.45 亿元）分别占当季建筑施工企业债券发行数量和

发行规模的 66.04%和 83.04%，较上年同期分别增长 10.16 个百分点和 12.35 个百分

点。AA+级别企业以地方国企以及央企子公司为主，发行数量（13 支）和发行规

模（122.10 亿元）分别占当季建筑施工企业债券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的 24.53%和

15.12%，较上年同期变化不大。AA 级别及以下企业以民营企业及资质较弱的地方

国企为主，发行数量（5 支）和发行规模（14.85 亿元）分别占当季建筑施工企业

债券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的 9.43%和 1.84%%，较上年同期下降 11.15 个百分点和

11.70 个百分点。整体看，2019 年四季度，发债主体的信用等级相较上年同期进一

步向 AAA 级别集中，且 AAA 级别建筑业企业发债规模最大，其发债规模和数量

占比明显高于其他级别企业。 

从发债主体的所有制性质来看，2019 年四季度，央企在发行数量（34 支）

和发行规模（662.60 亿元）依然是占比最高的企业类型，分别占比 64.15%和

82.07%，分别较上年同期上升 11.21 个百分点和 18.11 个百分点。地方国有企业

发行债券数量（15 家）和规模（126.95 亿元）占比分别为 28.30%和 15.72%，较

上年同期下降 6.99 个百分点和 8.40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发行债券数量（4 支）

和规模（17.85 亿元）占比分别为 7.55%和 2.21%，较上年同期下降 1.28 个百分

点和 3.00 个百分点。受经济放缓和信用风险持续暴露影响，投资人风险偏好下

降，发债主体向央企集中。 

截至 2019 年底，我国建筑施工企业债券市场存量规模达到 5963.28 亿元，

同比增长约 12.34%，低于我国债券市场存量规模增速 3.44 个百分点。从发债主

体级别看，AAA 级别企业存量债券规模占比 65.38%，较上年底增长 6.56 个百分点；

AA+级别企业占比 16.81%，较上年底增长 0.82 个百分点；AA 级别及以下的占比

17.81%，较上年底下降 7.38 个百分点。从主要的发行品种看，（超）短融在存量债

券规模中的占比为 4.12%，较上年底下降 1.51 个百分点；一般中期票据占比 42.25%，

较上年底下降 0.59 个百分点；公司债（企业债）占比 37.50%，较上年底增长 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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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从发债主体的所有制性质来看，央企在存量债券规模中的占比为

61.38%，较上年底增长 2.49%；地方国有企业占比 27.54%，较上年底增长 0.95%；

民营企业占比 7.70%，较上年底下降 3.64%。 

 

四、 发行债券利率分析 

2019 年四季度，猪肉快速上涨带动通胀预期抬升，国债收益率快速回落。

此后，逆周期调节力度加码，稳定流动性预期，国债收益率下降并维持较低水

平，资金面持续宽裕。 

10 月，美中经贸磋商取得了实质性的第一阶段成果，美国将暂缓对华加征

关税，但猪价快速上涨带动通胀预期显著抬升，同时央行新做中期借贷便利

（MLF）而不调降操作利率，未做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且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LPR）维持不变，市场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预期逐步降温，国债收益率上

行调整至相对高位。11 月，央行开展 6000 亿元 MLF 操作，并下调操作利率 5

个 BP；同时重启逆回购操作，将中标利率由 2.55%下调至 2.5%；LPR 跟随下调，

稳定流动性预期，国债收益率回落至相对低位。12 月份，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为代表释放了逆周期调节力度加码信号，同时中美贸易谈判就第一阶段经贸协定

文本达成共识，风险偏好有所改善。 

图 4  2019年四季度国债到期收益率趋势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 Wind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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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债收益率绝对水平看，2019 年四季度平均国债到期收益率较上年同期

有所下降，较上季度环比略有上升。 

图 5  2019年四季度平均国债到期收益率对比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 Wind 整理 

 

不同信用级别发债主体季度平均发行利率分化加剧，高级别发债主体竞争

优势凸显，融资成本随市场认可度提高而进一步下降。 

本季度，不同信用级别发债主体季度平均发行利率分化加剧，高级别发债主

体竞争优势凸显，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 

从短期发行利率来看，各级别发行的主要债券品种均为超短期融资券。其中，

AA 级发债主体季度平均发行利率 6.12%，环比上升 6.87 个 BP；AA+级发债主体

季度平均发行利率 3.67%，环比下降 29.00 个 BP；AAA 级发债主体季度平均发

行利率 2.90%，环比下降 6.20 个 BP。从利率均值级差表现看，对于短期债券，

AAA 级与 AA+级的级差显著低于 AA+级与 AA 级的级差。 

从中长期发行利率来看，本季度 AA 级发债主体无中长期债券发行样本，故

不做分析；AA+级发债主体季度平均发行利率 4.49%，环比下降 101.11 个 BP，

下降明显，主要系当季度发行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利率低所致。

排除该影响后，实际中长期债券季度平均发行利率为 5.00%，环比下降 50.00 个

BP；AAA 级发债主体季度平均发行利率 4.46%，环比上升 25.00 个 BP，主要系

受永续中票和永续企业债发行占比高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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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7—2019年建筑施工企业短期债券季度平均发行利率（单位：%）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图 7  2017—2019年建筑施工企业中长期债券季度平均发行利率（单位：%） 

 

注：本季度无 AA 级中长期债券发行样本，且 AA-级债券样本较少，故不做分析；上图已排除可转债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四季度市场风险偏好未见改善，投资者避险情绪明显。 

本季度，短期债券级别利差较上季度持续走阔，主要体现为高级别主体发行

利差进一步下降，市场风险偏好未见改善。 

从短期发行利差来看，AA 级短期债券季度平均发行利差 355.07 个 BP，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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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升 0.05 个 BP；AA+级短期债券季度平均发行利差 113.74 个 BP，环比下降

31.37 个 BP；AAA 级短期债券季度平均发行利差 34.16 个 BP，环比下降 10.09

个 BP。对于短期债券，AAA 级与 AA+级的级差进一步收窄，AA+级与 AA 级的

级差持续走阔，表明投资者对信用级别较低的主体的风险溢价要求明显增强，避

险情绪明显。 

从中长期发行利差来看，AA+级中长期债券季度平均发行利差 210.18 个 BP，

环比下降 61.37 个 BP；AAA 级中长期债券季度平均发行利差 157.66 个 BP，环

比上升 29.05 个 BP，主要系受永续中票及永续公司债发行占比高所致。 

图 8  2018—2019年建筑施工企业短期债券季度平均利差（单位：BP）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图 9  2018—2019年建筑施工企业中长期债券季度平均利差（单位：BP） 

 

注：本季度无 AA 级中长期债券发行样本，且 AA-级债券样本较少，故不做分析；上图已排除可转债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 Wind 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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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19年四季度建筑施工企业短期债券发行利率和利差情况 

信用等级 

发行利率 发行利差 

发行利率区间

（%） 

发行利率均值

（%） 

级差

（BP） 

发行利差区间

（BP） 

发行利差均值

（BP） 

级差

（BP） 

AAA 2.50~3.30 2.90 -- 0.00~69.78 34.16 -- 

AA+ 3.45~3.90 3.67 77.00 92.23~129.69 113.74 79.58 

AA 4.90~7.50 6.12 244.67 237.02~492.19 355.07 241.33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表 3  2019年四季度建筑施工企业中长期债券发行利率和利差情况 

信用等级 

发行利率 发行利差 

发行利率区间

（%） 

发行利率均值

（%） 
级差（BP） 

发行利差区间

（BP） 

发行利差均值

（BP） 

级差

（BP） 

AAA 3.55~7.60 4.46 -- 52.84~472.42 157.66 -- 

AA+ 3.27~7.60 5.00 53.90 69.14~472.42 210.18 52.52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五、 级别调整情况 

2019 年 1—12 月，建筑业公募债券市场上共有 9 家发行主体信用等级发生

调整。其中，信用等级被调升的有 6 家，调升率为 3.55%；信用等级被调降的有

3 家，调降率为 1.78%。 

从等级调整企业类型来看，2019 年 1—12 月，主体信用等级被调升的企业

全部为地方国有企业；信用等级被调降的 3 家企业中 1 家为地方国有企业，2 家

为民营企业。 

 

表 4  2019年建筑业发行主体信用等级调整统计表（单位：家、%） 

发行人主体 信用等级 评级展望 

样本数量 169 169 

调升数量 6 2 

调降数量 3 1 

调升率 3.55 1.18 

调降率 1.78 0.59 

注：同一家企业发生信用等级连续多次被调降的情况，调降数量视为 1 家；先后调整展望与级别的企业仅

计入级别变动样本。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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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总结 

受投资增速乏力影响，建筑业总产值增速延续前三季度下降态势。下游房地

产行业投资保持韧性；基建投资作为“逆周期调节”主要抓手有望在支持政策持

续加码以及流动性合理充裕等因素影响下实现加速。“新冠”疫情对建筑业短期

内冲击较大，但长期影响有限。市场违约风险加大背景下，投资者避险情绪仍在，

从发行规模和发行成本来看，不同信用级别发行人市场认可度分化进一步加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