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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信用风
险回顾与展望”论坛顺利召开

2018年9月20日下午，由联合资信评

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与联

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

级”）共同举办的“2018年上半年中国债券

市场信用风险回顾与展望论坛”在金融街

威斯汀大酒店顺利召开。来自监管机构、证

券公司、银行、基金公司、保险资管公司的

300余位嘉宾出席了论坛，联合资信总裁万

华伟先生主持了论坛。

 联合资信总裁万华伟先生致开幕

辞。首先，万华伟总裁指出，2018年上半

年，我国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总态势。与此

同时，我国债券市场受经济周期、金融严监

管、债券集中到期等因素影响，信用风险加

速暴露，民营企业信用风险进一步加大。

本次论坛邀请业内专家共同探讨、回顾

2018年上半年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分析

债券市场的变化、关注行业动态，力求做到

风险早关注、早辨识，希望能为投资者提供

更加专业的信用风险预判。并且万华伟总

裁对出席论坛的领导、专家和朋友表示热

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并期待各位领导、

专家和联合资信、联合评级一起共同推动

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联合资信副总裁艾仁智博士发表了

《2018年上半年债券市场的回顾与展望》

的主题演讲。艾博士首先回顾了2018年上

半年中国信用债市场的总体发展情况，指

出在去杠杆背景下，债市的去杠杆也比较

明显，除资产证券化产品外，各类信用债发

行规模都下降，且发行成本上扬。其中，民

营企业尤为突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

了民企信用风险的暴露。其中，就债市新

特征做了总结并提出一些思考。最后，展

望2018年下半年，艾博士指出下半年相对

流动性保持合理水平，债券品种增多、尤

其是标准化产品的创新，可以为债券市场

增加新的流动性。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可

能性不大，但债券市场的信用风险尚未完

全缓释，对于过度依赖资本市场融资、非

标融资多、股权质押比例高、债务规模较

大且短期债务沉重的发行人和交易结构存

在瑕疵的资产证券化产品的信用风险不可

忽视。

在圆桌讨论阶段，来自富荣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东旭集

团有限公司、合众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和融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的专家围绕“如

何看待民企的违约和下半年的走势”话题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本次论坛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闭幕，

联合对债券市场和行业风险的专业化分析

和独特见解，受到了参会嘉宾的良好评价

和广泛认可，促进了与会嘉宾之间的深入交

流，加深了市场参与者对于债券市场信用

风险的理解。联合将不忘初心、再接再厉、

砥砺前行，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精彩内容



2018  JANUARY   203    

编辑部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PICC大厦9层

Editorial Office Address: 9/F, PICC Building, 2, Jianguomenwai Street, Beijing

电话（Tel）:（010）85679696 | 邮箱（Email）:lianhe@lhratings.com | 传真(Fax):(010)85679228 

网址（Website）:www.lhratings.com | 邮编（Postal Code）:100022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United Credit Ratings Co.,Ltd.

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
 Lianhe Credit Information Service Co.,Ltd.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China Lianhe Credit Rating Co.,Ltd.

主办单位 Sponsors 

  编委会 
Editorial Committee
（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Managing Director
Wang Shaobo 

Editor in Chief
Li Zhenyu

Executive Editor
Hu Ying

Art Editor
Gu Chunli

编委会主任
王少波

主编
李振宇

本期责任编辑
胡颖 

美术编辑
谷春立

工商企业信用评级 
Corporate Credit Rating 

金融机构及结构融资信用评级 
 Financial Institution & Structured Finance Credit Rating

北京 上海

李泽堃 Li ZeKun
电话（TEL）:（8610）8517 2818 | 13911994971

邮箱（Email）:lizk@unitedratings.com.cn

温泉  Wen Quan
电话（Tel）:（8610）8567 9696-8358 | 18516588977 
邮箱（Email）:wenquan@lhratings.com

贾二柳 Jia Erliu
电话（Tel）:（8610）8517 2818-8109 | 18610979862
邮箱（Email）:jiaerliu@unitedratings.com.cn

谭宝坪  Tan Baoping 
电话（Tel）:(8610）8567 9696-8859 | 18701336349 

邮箱（Email）:tanbp@lhratings.com

成斐  Cheng Fei
电话（Tel）:（8621）2312 7602 | 13917320804
邮箱（Email）:chengfei@lhratings.com

秦永庆 Qin Yongqing
电话（Tel）:（8610）8517 1271-8057 | 18610381930

邮箱（Email）:qinyq@lhratings.com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PICC大厦9层
Address:9/F, PICC Building, 2, Jianguomenwai Street, Beijing  100022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479号上海中心大厦3401
Address:3401, Shanghai Tower, 479, Lujiazuihuanlu Street, Shanghai  200120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PICC大厦9层

Address:9/F, PICC Building, 2, Jianguomenwai Street, Beijing  100022

丁  翔  万华伟  马文洛  马新疆  王大新  王少波  王  存  王安娜  王丽娟  王明富  王  治  王宝卉  王  越  王蛟龙  艾仁智  叶维武 

田小卫  冯  锐  冯  磊  成  斐  朱海峰  任  红  任  慧  庄  园  刘文良  刘克东  刘  秀  刘洪涛  刘  艳  刘莉婕  刘晓佳  刘晓  

刘 轩  刘  强  刘  登  刘  颖  刘  睿  齐  东  闫昱州  杜  洲  杜  澎  李小建  李少龙  李为峰  李  杰  李国华  李泽堃  李  珍

李信宏  李振宇  李  琳  李  晶  杨世龙  时  南  吴金善  吴  泠  余  雷  张  丰  张文选  张  丽  张连娜  张君瑶  张学群  张  祎

张  莉  张  雪  陈玉川  陈  波  陈诣辉  陈家林  陈雅丽  邵  天  邵立强  林光美  林  青   罗伟成  金  磊  周晓辉  周  馗  周  婷

郑  飞  郑  洁  屈晓灿  赵东方  贺苏凝  秦立桐  秦永庆  聂  逆  贾二柳  顾洪良  徐琴波  高宇欣  高逸宁  高景楠  高  鹏  高鑫磊

郭其阳  郭  蕾  唐  岩  黄静雯  常丽娟  崔彦达  崔津珠  鹿永东  葛成东  董学杰  蒋建国  韩  夷  景  雪  谢凌艳  谭宝坪  翟晓靖

魏  凯 



204   2018  APRIL

目录2018   OCTOBER

特别策划 Feature

  1 资产证券化存续期风险管理研究
联合评级 张连娜 高鑫磊

  4 中小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分析
联合资信 金融部

13 融资新政下的房地产债务专题研究
联合评级 李晶 支亚梅 房地产行业研究组

宏观研究 Macroeconomic Research

23 年内第四次降准利好实体经济融资，可有限缓解债市信用
风险
联合资信 联合评级 夏妍妍 马顺福

24 土耳其危机是否会引发新兴市场国家新一轮危机？
联合资信 联合评级 主权部

30 从信用角度看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深远影响
联合资信 联合评级 主权部

行业研究 Industry Research

37 2018年上半年汽车制造行业观察
联合资信 贺苏凝

43 实体零售企业转型对其信用水平的影响——以苏宁和国美
为例
联合评级 侯珍珍 罗星驰 杨野

50 民生大计，安全为王——国内人用疫苗主要上市公司扫描
联合评级 唐玉丽 范琴

54 2018年下半年中国证券行业信用风险展望
联合评级 陈凝 姚雷

债券市场 Bond Market

61 2018年二季度中资美元债研究报告
联合资信 联合评级 主权部

65 可交换债的评级实践研究
联合资信 联合评级 何苗苗

72 2018年二季度地方政府债与城投债市场分析
联合资信 公用事业二部

75 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市场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联合资信 联合评级 主权部

79 江苏出台绿色债券财政补贴政策，深入推进绿色债券发展
联合资信 联合评级 刘艳 林青 李天娇

国际评级 International Credit Rating

81 2018年上半年国际评级行业发展动态
联合资信 联合评级 罗润方 郝帅 王晸

报告选编 Selected Credit Rating Report

85 Credit Rating Report on Hexiang 2018-1 Personal 
Consumer Loan Asset-backed Securities
Xu Qiannan，Sun Jiaping，Zheng Fei

86 Credit Rating Report on Shengjing Bank Co., Ltd.
2018-1 Financial Bond
Liu Rui，Kong Ning，Zhang Jianan 

政策资讯 Policy & Information 

  87 政策指南

  89 市场动向

市场数据 Market Data

  91 债券发行利率走势

  93 宏观经济及债券市场数据

评级公告 Credit Rating Announcement 

  94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公告

  99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公告

评级小贴士 Credit Rating Tips

  60 有关银行间市场境外金融机构法人发行债券的基本知识

信用研究

Lianhe Credit Research

主 办 单 位 ：联 合 信 用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联 合 资 信 评 估 有 限 公 司    联 合 信 用 评 级 有 限 公 司

OCTOBER 

联合评级联合资信

资产证券化存续期风险管理研究
中小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分析
融资新政下的房地产债务专题研究

联合评级

联合资信



2018  OCTOBER   1    

联合信用研究
Lianhe credit research

资产证券化存续期风险管理研究
文 |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张连娜  高鑫磊

2014年，我国企业资产证券化放开后，发展迅猛。据CNABS

数据，2014~2017年企业资产证券化产品发行单数和发行规模年

均增速分别为109.17%和116.81%，2017年达到536单，发行规模

8,856.99亿元。企业资产证券化的产品类型也不断丰富，例如2015

年出现的股票质押回购、两融债权资产证券化，2016年出现的商

业房地产资产支持证券（CMBS），2017年出现的供应链资产证券

化。2018年上半年发行规模同比进一步增长。

伴随着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发展，证券存续期间的风险事件也

陆续出现，风险点主要体现在交易安排、底层资产和增信主体等

方面。下文主要从上述三个层面研究存续期间企业资产证券化产

品值得关注的风险表现或因素，以及哪些负面因素或将影响证券

信用水平的稳定。

一、基于交易安排的风险关注

现金流归集流程是否按约定进行

资产证券化产品交易安排要求专项计划账户与原始权益人自

有账户隔离，一般设置监管账户、信托账户、专项计划账户等是为

了保障基础资产现金流安全，划付频率及相关触发机制的设置同

样是为了保障资金安全。存续期，需重点关注现金流流入及流出是

否按照交易安排执行，是否存在划付不及时、不足额或截留、挪用

等情况，评级机构应根据企业提供的底层资产现金流数据、监管

行流水明细、原始权益人财务审计报告中营业务收入明细、历史

及同期行业数据等可收集的资料进行对比验证。

1. 延迟归集

如果现金流超过一次延迟划入监管账户（或专项计划账户），

可能预示两个问题：①资产服务机构的持续运营能力出现困难；②

专项计划实际融资人或增信主体偿债意愿下降或偿债能力出现困

难。上述问题不仅仅影响当期证券本息的兑付，对后续所有未偿证

券可能也将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除非能证明是技术操作问题，

否则应防微杜渐，及时作出提示或调整。

2. 不足额归集

如果划转的金额与实际产生的基本一致，却低于应付或预期

金额，通常意味着底层资产本身质量恶化，详见后文；如果划转的

金额不但低于应付或预期金额，也低于实际产生的金额，预示的问

题同延迟归集，尤其是当归集流程既出现延迟也出现金额缺口时，

违约可能性将更高。

3. 截留或挪用

如果底层资产现金流划转金额异常，如划转金额不符合历史规

律或划到监管账户后，资金被转出其他方账户（例如资产服务机构/

原始权益人账户），而非专项计划账户，即专项计划资产的归集被截

留干预或被挪用了，一旦挪用方（资产服务机构/原始权益人）出现信

用风险，资金不能及时划转到专项计划账户，将导致证券违约。

总体看，如果无法锁定底层资产现金流并按约定归集，那么

资产现金流无法真正对专项计划起到支撑作用。总体看，现金流

归集流程涉及的风险包括延迟归集、不足额归集及资金挪用风险。

出现上述三种风险时，应详细追寻产生的原因及后续改进措施的

实行情况，并根据产品结构设计判断对债项信用水平的影响。

触发机制预警作用及后续执行情况

资产证券化产品一般包括差额补足启动事件、担保启动事件

及资产置换机制、权利完善事件、加速清偿事件等安排。前两者直

接触发外部增信安排的启动，后者一般包含有底层资产质量恶化

或相关服务机构及增信机构信用水平恶化触发相应机制的安排。

存续期，应在知悉触发事件具体含义的前提下，重点关注触发机制

有没有生效，触发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触发后约定的后续安排是什

么，是否被执行等。

1. 存续期内，是否发生了应触发相应机制的情形

产品存续期内，尤其是产品存续时间较长后，各方容易忽略

初始的一些细节约定，如资产池的特征是否符合合格资产的标

准、累计违约情况是否应触发加速清偿事件等，该类机制的设定

本身是为了起到提前预警、及时止损的作用，应予以关注。

2. 发生了应触发相应机制的情形后，触发机制是否生效被启动

现实中存在客观已发生相应情形，但未触发相关机制，而改

以其它方式补偿的情况，不应仅关注存续期内是否触发外部增信

安排并以此判断资产好坏。

3. 存续期内改变相关触发机制设置

如通过资产持有人大会放松某些设置等，不宜过度放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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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如放松，评级机构应及时进行风险提示或级别调整。

4. 触发机制一旦生效，应密切关注后续安排是否按约定进行

如加速清偿事件一旦触发，一般约定，加速归集基础资产（底

层资产）现金流到监管账户和专项计划账户，并（或）加速清偿。要

重点关注是否约定了基础资产（底层资产）现金流加速归集到专项

计划账户，而不仅仅是监管账户；假如约定了，要关注实际是否按

约定执行。

后三个问题的表现能够侧面反映参与机构的履职能力与意愿。

交易安排中未完成的交易事项后续执行情况

需关注基础资产或底层资产（包括底层资产附属设施）是否

有未完成的交易事项及后续执行情况。

1. 存在未完成事项

部分产品，例如某些收费收益权项目、CMBS、类REITs项目

可能涉及资产（收费收益权、租金收入应收账款或地产使用权及

物业使用权等等）抵质押，专项计划设立时并未完成资产的抵质押

登记，一般都约定了特定期限，通过特定的程序完成抵质押登记。

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需密切关注抵质押登记是否按时完成。

2. 超期的原因分析

如果没有按时完成，应了解具体原因，如属于操作问题还是出

现债务偿还超预期问题。可视具体情况选择继续要求计划管理人

和物业持有人加快办理未完成的交易事项，或者进行披露预警，甚

至提前终止专项计划等。 

劣后级对优先级的支持力度的变化

专项计划证券总规模的确定逻辑和分配顺序与劣后级对优先级

的支持力度的变化密切相关，存续期内应关注基于交易安排的特点，

底层资产现金流对于剩余各档优先级证券支持力度的变化。

1. 债权类专项计划

例如某融资租赁资产，证券规模为入池融资租赁的未偿本金

（10亿，加权融资租赁利率为7%），证券分为优先A（6亿，预期收

益率5%）、优先B（3亿，预期收益率6%）和次级（1亿），此时优先A

获得的信用支持是40%，优先B获得的信用支持是10%。分配顺序

为优先级足额偿付前次级不参与分配，随着入池融资租赁款项的

回收（假如1年过后，回收本金1亿，利息7000万），回收款除了偿还

优先A和B的利息（共4800万），剩余全部用于优先级证券的摊还，

并不用于次级偿付，优先A证券的本金首先减少，剩余优先级证券：

优先A4.78亿，优先B3亿，次级1亿，此时优先A获得的信用支持是

45.56%，优先B获得的信用支持是11.39%，优先级获得的劣后级对其

支持得到提升。当然，这只是一种简单的估算。

2. 收费收益权项目

如某存续期限5年的产品，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一般分为5

种，优先1、优先2、……、优先5，各种优先级证券存续期限分别为

1、2、……、5年，在每期末，当期基础资产现金流分配完优先级利

息和当期到期的优先级本金后，剩余资金全部用于清偿给次级持

有人，这样，即便某期优先级证券偿付完毕，但每期预测基础资产

现金流（底层资产现金流）对当期应付优先级证券本息的覆盖倍数

与初始覆盖倍数并未发生变化，优先级获得的劣后级对其的支持

并未获得提升。

3. CMBS或类REITs项目

产品分配顺序通常类似收益权项目，次级参与期间分配，底

层资产现金流对于剩余各档优先级证券支持力度通常不受次级厚

度影响。另一方面，在证券存续期间，随着证券的摊还，假如底层

物业估值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减少，那么剩余优先级证券对

物业估值的抵押率会降低，剩余优先级证券获得的物业价值支持

力度会获得提升。

从实际情况来看，近年来，由劣后级对优先级的支持力度的

变化导致的级别上调项目没有来自于收费收益权的，大多来自于债

权类项目，部分来自于CMBS或类REITs项目。

总体看，证券存续期间，劣后级对优先级证券的支持力度的

变化核心在于在既定的分配顺序下，跟踪时点（或剩余）底层资产

对于剩余优先级证券支持力度的变化。若跟踪时点，底层资产对于

剩余优先级证券支持力度提升，则剩余优先级证券的信用级别可

能会上升。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

循环购买风险

对于资产现金流回收周期短的产品而言，如大部分消费金

融、应收账款的资产证券化项目中，都存在循环购买的设置，如何

保证后续循环购买的有效性、维持后续资产质量就属于这类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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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存续期中关注的重点。

1. 循环购买质量

如在应收账款项目中，随着循环购买和原有基础资产的逐渐

偿还，资产池中基础资产的应付方各自占比会发生变化。如果原有

较高信用等级的基础资产占比下降，会影响整体资产池的信用质

量。所以，在存续期间，需要关注循环购买导致资产池占比变动的

影响。一般通过设定入池标准予以限制（存续期内不宜放松相关

设置），如果和首次评级时相差较大，就需要重新评估。

2. 循环购买效率

在项目的后续循环购买过程中，如果没有充足的资产以供购

买，致使专项计划资金长期闲置，会降低对优先级证券的保障力

度。一般而言，该风险主要针对有息资产或循环折价购买即可通过

循环购买带动实际入池现金流规模的放大产品，该类产品会因循

环购买效率下降导致现金流对产品覆盖程度下降。因此，在存续期

间，同样需要关注后续资产的生成速度。如果购买效率出现显著

下降，需要引起关注。

二、基于底层资产的风险关注

底层资产实际现金流和预测值的差距及原因

实际现金流和预测值有差距，通常意味三种可能：1）初始现

金流预测偏乐观，但偏差仍在压力范围值之内；2)偏差超过压力

值，底层资产表现严重恶化；3）基础资产本身表现良好，资产服务

机构（通常为原始权益人）履职存在问题，资金混同风险加大。

如属第一种情形：建议加大跟踪频率，保持关注。

如属第二种情形：说明底层资产运营恶化或底层资产涉及的

债务违约率过高，债项可能会面临级别调整。应首先判断债项级别

单纯依赖于底层资产或是底层资产和增信主体信用的结合，并分

析造成差异的因素是否会持续存在，进一步判断底层资产后续表

现。如债项级别主要依赖于底层资产，那么在资产质量恶化的情况

下，债项级别下降的可能性更高。

如属第三种情形：对于收费收益权项目，如果底层资产现金

流的实现值比预测值差异过大，在资产服务机构/原始权益人亦是

主要增信主体的情况下，尤其值得关注。需关注造成差异的原因是

否正常，例如是否和经济行业变化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么不排除

原始权益人截留、挪用风险，需进一步考察资产运营状况及资金归

集状况（进一步核实账户流水）以确定实际原因，如确属第三种情

形，资金混同风险加大，应结合原始权益人的信用状况及情形恶

劣程度综合判断信用风险。

相对于收益权项目因现金流金额具有不确定性进而带来的需

要进一步核实的问题，债权类项目因债权债务关系清晰、金额确定

而更易核实。实际现金流和预测值有差距通常即意味着违约率上

升，即底层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信用状况下降甚至违约，应关注违

约后的回收措施及后续进展。

底层资产结构或特征变动

已实现的现金流和预测值基本一致的情况下，仍需关注底层

资产结构或特征变动：

1）对于债权类项目，投资者应关注底层资产涉及的借款人、

区域、行业等各种维度集中度，及加权平均利率与初始的变化等。

对于较为集中的债权类资产，单笔资产的信用表现可能对专项计

划的整体信用风险带来较大影响；在资产池中占比较大（超过5%）

的债务人的影子级别变动，将是存续期内着重关注的内容。

2）对于收费收益权、CMBS或类REITs项目，投资者应关注经

营环境变化，关注客户质量、客户集中度、客户使用量或承租面积、

收费价格、物业价值等与初始的变化等。

或有的新增影响底层资产现金流权属的瑕疵

存续期内应适当关注原始权益人名下新增债务是否涉及抵质

押安排，如涉及需核实该抵质押安排是否与基础资产或基础资产

附着载体相关，并判断对产品是否会产生影响。如高速公路收费收

益权项目中，涉及的高速公路附属设施进行融资租赁活动等，虽不

直接影响基础资产现金流的权属，但仍有可能影响现金流的实际

回收，尤其是在原始权益人信用状况恶化的情况下，风险会进一步

放大。

总体看，底层资产结构或特征变动或将导致底层资产质量的

变化，一旦资产质量恶化，例如某种或多种维度的集中度提高、物

业空置率的提高、收费价格的下降等等，底层资产对优先级证券的

支撑将弱化，可能导致优先级证券信用级别下调。

三、基于增信主体的风险关注

部分资产证券化产品，特别是收益权类项目，其优先级资产

支持证券的信用级别与增信主体信用级别密切相关，甚至与增信

主体直接相关，证券信用级别与增信主体信用级别一致。一旦增信

主体出现信用风险，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信用级别也将出现风

险，级别可能下降。

对于增信主体，投资者需关注其①运营环境变化。运营环境

包括宏观经济环境、区域经济环境、行业状况、竞争状况、替代技

术或产品状况等。②运营状况。运营状况包括经营表现和未来发

展规划（或战略）。③财务状况。具体的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④

重大事项。收并购等重大事项。⑤其他。法律诉讼、纠纷、信用记

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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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资产证券化产品存续期内信用质量保持稳定的主要特征

相对存续期内资产证券化产品风险表现的多样性而言，信用

表现稳定的产品具有较为一致的特征。

①基础资产现金流实现情况基本符合预期，能够保障证券偿

付，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存在重大不利因素——基础资产现金流实

现情况低于预期，且超出评级机构的压力测试范围或将引发信用

评级变化；②原始权益人/资产服务机构经营及履职情况稳定，存

续期内按照交易安排如期足额归集现金流——原始权益人经营恶

化或将影响其后续持续运营及资产服务能力，评级机构将根据实

际情况判断负面因素对基础资产现金流的影响进而判断债项信用

水平是否维持稳定；③增信机构资信水平稳定——对债项级别较

为依赖增信机构主体信用的产品而言，增信机构资信水平的变动

影响很大；④其他参与机构履职稳定。

识别风险主要关注点

从目前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公开资料看，近年来证券存续期间

出现的风险事件主要包括资金挪用、资金混同风险、底层资产实际

现金流和预测值的差距过大、资产池信用质量恶化（集中度高），

增信主体信用水平下降；且上述风险事件大多导致了证券级别下

降，相关投资者遭受了损失。

投资者避免损失的核心问题在于识别风险。首先，在投资阶

段，投资者应详细①了解资金归集流程及频率，资产服务机构（包

括替代）和计划管理人的履约记录及履约能力，以判断资金归集

和触发机制方面出现的风险；②证券级别对底层资产和增信主体

的依赖度；③底层资产质量；④增信主体实力。

其次，在证券存续期，投资者应重点关注资产服务机构和计

划管理人的履约情况，底层资产质量的变动和增信主体实力的变

化。针对证券级别对底层资产和增信主体的依赖度的不同，对底

层资产质量和增信主体的关注度可能有所不同。

最后，投资者需关注资产破产隔离及处置方面的风险。例如

破产隔离是否有效，是否设有明确、可行的资产处置方案，相关机

制是否完善以保障资产的有效处置等等。

笔者认为，并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金融产品。尽管资产证券化产

品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违约事件，但相较信用债而言，资产证券化产品

仍具有其自身的优势。投资者需要充分认识资产证券化产品的风险特

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理智投资，并在存续期内持续关注。

中小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分析1

文 |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金融部 

一、资产端分析

资产结构的调整

从资产结构来看，国有大型银行及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在经

营范围和业务资质方面的优势使得其业务发展的多元化优势先于

中小银行建立，因此近年来资产调整压力不大，资产端结构基本保

持稳定，贷款占比维持在57%左右，仅在同业和投资类资产等非贷

款类资产内部进行结构的微调，各类资产均保持稳步增长，平均增

速接近于11%。

而相比之下，中小银行由于经营范围和业务资质方面的限制，

资产端业务的发展受宏观经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相关监管

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资产端结构往往需要根据以上因素

进行调整，尤其是在目前宏观经济下行、利率市场化以及信贷规模

控制的叠加冲击下。具体来看，中小银行资产端结构调整驱动因素

可分为两大类：贷款（净利差）驱动和扩表驱动。

贷款（净利差）驱动即由于宏观环境、区域经济发展或者监管

政策等因素导致信贷业务发展受阻，加之利率市场化、同业竞争加

剧带来存款成本的上升，最终导致传统存贷款业务带来的利息净收

入增长乏力，从而致使部分中小银行被动地选择发展收益水平较高

的投资业务，以此对冲净利差逐年收窄所带来的影响。贷款（净利

特别策划 Feature

1  本篇文章由《中小银行经营特点分析》系列文章整理而成。



2018  OCTOBER   5    

差）驱动在经营区域经济结构较为单一的中小银行体现较为明显，

尤其是在以“两高一剩”为支柱产业以及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如以

煤炭为支柱产业的山西省、以机械和化工等为支柱产业的山东省、以

能源工业为支柱产业的贵州省等。而这些中小银行中，农商行由于

跨区域设点难度最大，区域性经营特点最为显著，因此因贷款（净利

差）驱动而转向发展投资业务的动力最大，其投资业务对利润的贡

献度甚至接近50%。

扩表驱动型主要是针对部分净利差收窄不是特别明显的中小银

行，但区域性存贷款限制导致该类银行资产规模增长空间受限，因

此在跨区域设点难度大的形式下只能主动选择发展投资业务来快速

扩大资产规模，以从形式上突破地域限制；扩表驱动型在经济相对

发达地区的城商行体现较为明显。但从实际来看，贷款（净利差）驱

动是中小银行资产端结构调整的核心因素，扩表驱动往往是由贷款

（净利差）驱动衍生而来的中小银行资产结构调整的辅助因素。

2017年之前，在贷款（净利差）驱动或扩表驱动作用下，中小银

行整体资产增速快于国有大型银行及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资产

规模增长的推动因素主要依赖于投资业务的开展，因此总资产和投

资资产的增长在趋势上具有同步性，反映到资产结构上则是投资资

产占比较快上升，贷款占比和同业资产占比均有所压缩。但2017年以

来，随着金融市场业务监管的加强（如资管新规、流动性新规、大额

风险暴露管理办法等），中小银行负债端同业负债业务和资产端投资

业务发展双向受限，面临被动调整资产结构和缩表的压力，从而投资

资产和总资产增速同步放缓，投资资产占比也相应有所压缩，贷款占

比随之上升（见图1和图2）。

资产结构的调整在中小银行内部存在分化，尤其是农商行和城

商行之间。具体来看，城商行由于在业务资质、监管和风险管理方面

的比较优势，在前期大力发展投资业务、后期压缩投资业务的两个阶

段，资产结构调整方面均先于农商行，且城商行的调整力度明显大于

农商行。农商行作为跟随者，在资产结构调整上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其背后原因主要包括：一是作为农信系统中的农信社，农商行普遍改

制较晚，在金融市场业务资质及风险管理方面均有先天不足，因此其

金融市场业务整体起步较晚，如广西、云南、贵州等经济欠发达地区

的农商行；二是省联社和当地银监在农商行资金运用上控制较为严

格，金融市场业务发展受限；三是农商行承担部分政策性任务，如支

农支小贷款投放，一定程度上使得其可用于发展投资业务的富余资

金规模有限。从资产结构变动趋势来看，农商行由于金融市场业务

起步相对较晚，因此其贷款在总资产中的占比相较于城商行来说较

高，且一般高于投资资产占比，而城商行则相反。可以看出，重点发

展投资业务对城商行贷款挤出效应更为明显。

除以上差异化外，农商行和城商行在大类资产结构调整上具有

一定相似性，均是在2017年之前大力发展金融市场业务，而2017年以

图1  中小银行资产端各类资产规模变化 单位：亿元

图2  中小银行资产端各类资产占比变化趋势图

注：中小银行的划分标准为Wind口径，指本外币资产总量小于2万亿元的银行

（以2008年末各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参考标准）。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注：中小银行的划分标准为Wind口径，指本外币资产总量小于2万亿元的银行

（以2008年末各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为参考标准）。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后受金融监管趋严的影响，投资业务占比有所压缩，但明显投资业务

占比较高的城商行调整压力更大。此外，同业资产一直作为流动性

管理需求来进行配置，因此大部分城商行和具有金融市场业务资格

的农商行更愿意将富余资金用于发展收益率更高的投资业务，同时

通过配置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和同业存单等来替代同业资产满

足自身流动性需求，从而使得近年来城商行和农商行同业资产占比

持续走低（见图3）。

联合信用研究
Lianhe credit research

图3  农商行和城商行资产端各类资产占比变化趋势对比图

资料来源：共选取了20家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或者同业存单的城市商业银行以

及农商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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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所有中小银行均遵循相似的结构调整模式，这部分中小

银行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在盲目加大力度发展金融市场业务过程

中资产负债错配较为严重，导致其后期资产端的调整难度较大，只

能继续刚性负债扩表，其共同特点是投资资产中配置较大规模期限

相对较长的信托和资产计划产品，而这些非标资产压降难度大，只

能被动持有至到期；另一类则是处于偏远县域地区的农商行或农信

社，由于业务资格的限制目前尚未开展投资业务，其资产配置主要在

贷款和同业资产中进行分配，因此因监管政策变动引起的资产结构

调整压力不大。

贷款、投资资产等大类资产内部结构的调整

贷款方面，随着人民银行和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采取严格的信

贷规模控制，并对“两高一剩”行业、房地产行业和政府融资平台等

贷款投放进行限制，加之实体经济不景气导致在企业贷款投放方面

更为谨慎，另外宏观经济形势低迷、信贷资产质量下滑也迫使中小银

行改变之前粗放的贷款投放模式。在上述因素的推动下，绝大部分

中小银行选择向零售信贷业务转型，通过小额分散的贷款投放模式

来缓解信贷业务风险，因此近年来中小银行个人贷款占比整体呈上

升趋势，尤其体现在个人消费贷款和响应国内房地产市场购房需求

的个人住房贷款。

城商行和农商行在贷款结构调整方面存在差异。城商行由于营

业网点主要集中于城区，因此对公信贷业务开展方面比农商行更具优

势。农商行营业网点大部分集中于农村乡镇，面临的客户主要是农户

和小微企业主，信贷业务的发展受区域限制比城商行大，因此部分农

商行前期通过发展票据业务来调节贷款规模，但随着票据业务风险

的暴露以及监管的加强，近年来贴现资产占比快速压缩。

中小银行投资业务内部结构的调整与监管政策的导向息息相

关。在合意贷款规模控制以及部分限制性行业信贷投放受限的前提

下，部分中小银行前期采取信托或者券商通道的方式来规避监管限

图4  农商行和城商行投资资产结构变化趋势对比图

资料来源：共选取了20家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或者同业存单的城市商业银行以

及农商银行。

制，将资金投向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等行业以支持地方经济发展，

同时获取较高的收益率以对冲净利差收窄的影响。但为保持整体资

产的流动性，中小银行同时会选择配置部分流动性较好的利率债和

同业存单。此外，2017年以前中小银行对同业理财产品的投资力度持

续加大。但2017年以来，受监管政策影响，同业理财业务受到较大冲

击，中小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占比随之明显压缩，目前大部分理财投

资多数为存量产品。另一方面，资管新规对资产管理业务管控也更为

严格，因此2017年以来中小银行普遍面临着对非标类投资的压缩压

力，均采取加大债券、货币基金等标准化产品的投资力度来优化投资

资产结构，以降低投资业务风险（见图4）。

城商行和农商行在投资业务的发展和结构调整方面同样呈现一

定程度的分化。城商行的信托及资管计划在投资资产中占比相对较

高，甚至在50%以上，这直接导致城商行后期进行非标转标的难度较

大。而农商行方面，受自身投研能力及资质有限的影响，大部分农商行

在前期主要是通过投资标准化产品（尤其是同业存单）来快速扩大投

资业务规模，并通过配置能锁定收益的保本理财来提升整体投资收

益率。从后期调整情况来看，农商行选择进一步加大配置同业存单、

利率债的力度，这样既能提升资产的流动性，又能减少对资本的占

用。总体而言，农商行的投资业务结构调整难度比城商行难度要小。

信贷资产质量变化

我国商业银行在经历信贷业务结构调整、信用风险管理体系逐

步完善以及不良资产处置力度加大之后，2015年以来整体信贷资产

质量趋于稳定，国有大型银行和全国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率甚至有

下降趋势。但在宏观经济下行、实体经济低迷的大背景下，部分地区

的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仍面临一定下行压力，尤其是在区域经济

结构单一（如山东、山西等）和欠发达省份（如云南、贵州）的中小银

行，信贷业务风险有加速爆发的趋势，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

是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结构的影响，上述地区多以产能过剩或者单

一农业为主要经济结构，随着整体经济下行以及国家去产能、去杠

杆等相关调控政策的实施，以上地区实体企业以及农户经营效益下

滑，导致大部分客户还本付息困难，因此这些地区中小银行信贷资产

质量加速恶化；二是监管政策的影响，监管在降低拨备水平要求的

同时要求贷款五级分类真实反映（将逾期90天以上的贷款均纳入不

良）以及表外未实际转出的不良资产回表，因此进一步加剧了原本不

良历史包袱较重的中小银行不良贷款率的快速上升；三是自身风险

管理水平有限，中小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上不够完善，在贷款

投放上也相对粗放，直接导致后期不良的暴露。

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主要体现在农商行，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农

商行区域性经营特征最为明显，区域集中度和行业集中度高，风险无

法有效分散，且面临的客户大多数为小微企业主和农户，这些客户抗

特别策划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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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能力弱、受宏观经济下行冲击大且整体信用意识弱，因此产生不

良的比例高；二是农商行普遍公司治理水平较低、风险管控能力相

对较弱、信贷投放较为粗放，因此资产质量历史包袱较大，隐性不良

（只计入逾期或关注类贷款但未计入不良贷款的不良）占比较高，且

存在未实质转出表外的不良，监管对不良贷款认定标准的趋严必然

使得农商行不良贷款快速暴露，这也是直接导致2018年以来部分农

商行信用风险加大的主要原因；三是大部分地区省联社对农商行经

营实行强管理，而这些省联社自身有限的管理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商行信贷业务的自主管理，从而一定程度上

促使了不良的产生，例如部分省联社牵头下属农商行发放社团贷款，

投向国家重点调控的政府融资平台和房地产贷款，导致该地区不良

贷款率成片上升。正是基于以上因素，农商行在整个商业银行体系中

不良贷款率最高，并且预计未来其不良贷款率还会上升，很大程度上

将侵蚀整体中小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虽然目前大部分农商行拟通

过大力发展小微业务来分散信用风险，但从实际上来看多为形式上

的小额分散，区域和行业集中问题仍较为明显，加之“贷款不出县、

资金不出省”政策的实施，农商行在区域上进行风险分散的可能性不

大；另外，监管近期推行的无还本续贷政策实质上是展期，主要措施

是借新还旧，只能从账面上控制不良，实质风险并未化解，因此农商

行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仍面临较大挑战。

相对农商行而言，城商行企业客户基础较好且这些客户资质和

信用意识相对较强，加之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水平相对农商行而言

较高，信贷投放也更为规范，在跨区域设点拓展经营区域上也比农

商行更具优势，因此信贷资产质量下行压力没有农商行大，不良贷款

率趋稳且接近大型银行，但区域性经营的特点仍使部分城商行资产

质量面临恶化，此外表外不良回表的压力也将给城商行信用风险管

理带来一定挑战。

从拨备情况来看，虽然监管下调了拨备要求，但整体商业银行

拨备覆盖率仍高于150%，且在商业银行内部存在分化。大型商业

银行出于利润和业务发展的考虑，前期拨备水平一直压在之前监管

要求红线150%以上，且2017年以来随着信贷资产质量的改善，拨

备覆盖率整体呈上升趋势；而中小银行基于风险考虑和监管要求，

一般会超额计提拨备，因此前期拨备平均水平较高。具体来看，城

商行拨备水平在所有商业银行中最高，且得益于信贷资产质量的

平稳，近年来拨备水平较为稳定；农商行虽然超额计提拨备，但受

信贷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认定趋严导致不良贷款规模快速上升的

影响，2017年以来拨备水平明显下滑，甚至部分农商行（尤其是不

良贷款率较高地区的农商行）拨备已不足，远低于监管最新要求的

120%~150%的水平。因此，中小银行中农商行在拨备计提上面临

的压力最大，且受信贷资产质量继续下行、投资业务受限导致利润

下滑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农商行拨备水平的提升难度较高。

联合信用研究
Lianhe credit research

 

二、负债端分析

杠杆水平以及负债结构的变化

近年来中小银行在资产端，主要通过发展投资业务来寻找新的

收入增长点，同时为了支持投资业务的发展，中小银行融资需求明显

上升。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权益乘数来分析驱动银行规模扩张的因素，

若权益乘数上升过快，则表明该银行主要通过加大财务杠杆的方式

来扩张规模。从图5权益乘数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近年来大型商业

银行杠杆水平始终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城商行杠杆水平则明显高于行

业平均值，且2016年至2017年上半年杠杆水平明显上升，而农商行杠

杆水平始终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另一方面，2017年下半年以来，随

着“金融去杠杆”等监管政策的收紧，银行业整体权益乘数呈下降趋

势，其中城市商业银行下降趋势最明显。

从负债结构变化情况来看，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业务的快速

发展，中小银行非存款类负债融资力度有所加大，占负债规模的比

重呈上升趋势。

客户存款、同业负债等大类负债内部结构的变化

客户存款作为银行的主要负债来源，具有融资成本低、稳定

性好等优势，也是衡量银行核心负债的重要指标之一。与大型银

行相比，中小型银行客户存款主要以企业存款为主，占客户存款总

额的比重保持在60%以上，且主要以活期存款为主，稳定性较差，

加之近年来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影响下，企业经营效益有所减

弱，对流动性资金的需求明显上升，导致企业保证金存款整体呈

下降趋势，亦对存款的增长产生一定负面影响。近年来，为了提升

客户存款稳定性，中小型银行向零售银行转型，通过加大个人存款

营销力度、发行结构性存款等产品增加揽储力度，个人存款规模占

比呈增长趋势，客户存款结构有所调整；但受制于整体客户存款

规模增长乏力，中小银行客户存款增长并不能满足其资产端业务

开展的资金需求，故此类银行主要通过加大非存款类负债融资力

图5  银行权益乘数变化情况  单位：倍

注：权益乘数=资产总额/所有者权益总额。

资料来源：数据来源于Wind，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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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满足其投资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客户存款占负债总额的比重

有所下降。

中小银行非存款类负债主要由吸收同业存放款项、拆入资金、

卖出回购和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构成，其中前三种方式归类为传

统同业负债。相对于债券融资工具来讲，通过吸收同业资金融资的

方式更为灵活。因此，随着融资需求的上升，中小银行同业负债呈

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同业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受到监管指

标“不超过负债总额三分之一”的限制，同业负债融资规模整体上

受到一定的制约；2017年以来随着监管加强了对同业业务的管理，

中小银行同业负债增速明显放缓，并呈现负增长（见图6）。

从债券类融资工具来看，中小型银行主要通过发行金融债券

以及同业存单来丰富融资渠道。从债券市场发行情况来看，由于同

业存单推出时间较晚，2015年以前银行主要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的

方式拓展融资渠道，同时由于金融债券发行期限在3~5年期，有助

于中小银行拉长负债久期。银行同业存单于2013年推出，发行期限

在1年以内，具有审批流程简便、市场化利率、流动性较好且信用风

险较低等特点，机构投资者的认可度较高；2015年7月以来，随着融

资需求的上升，债券市场同业存单发行规模显著上升，成为了中小

型银行主动负债管理的重要工具。

城商行、农商行之间的分化

由于中小型银行统计数据涵盖了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

行，而上述两类银行的业务分化较为明显，负债端的调整情况需分

类讨论。为了较好的反应中小银行现有负债情况，我们在不考虑规

模的前提下，随机抽选了共计20家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

同时，为了避免大规模银行将小规模银行变化趋势弱化，采用加权

平均后的负债结构数据（见图7）。

从抽样结果中可以看出，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业务的快速发

展，中小型银行客户存款占负债总额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但城

商行客户存款占比明显低于农商行。

对于城商行来讲，其金融市场业务开展相对较为提前，负债

端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同业资金驱动模式”，负债端的扩张是为了

资产端投资业务发展而服务的。从抽样结果来看，2016年城商行的

同业负债（含同业存单）占比已临界“三分之一”的监管红线。

农商行由地方农信社改制而成，受业务资质影响，早期整体

业务发展较为滞后，因此客户存款可以满足资产端业务的资金需

求，市场资金融入力度不大，负债结构较为单一。随着改制工作的

不断推进，农商行业务种类逐步丰富，也通过融入同业资金加大了

主动负债的能力，但负债端客户存款占比仍较高。

负债结构调整压力的上升

2017年12月，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

（修订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银行业经营过程中可能引发的

流动性风险点，新加入了三个流动性监管指标，其主旨是建立新的

流动性风险管理框架，引导银行降低对同业资金的依赖，改善资

产负债的期限错配情况。2018年5月，银保监会发布《商业银行流

动性风险管理办法》正式稿（以下简称“流动性新规”），并于2018

年7月1日起施行，正式稿与修订征求意见稿的区别见表1。总体而

言，流动性新规新增的流动性匹配率和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对

中小银行影响很大，用同业资金驱动负债增长从而支持发展投资

业务的经营模式，将难以为继。

在正式稿出台之前，流动性匹配率指标所受的关注程度最

高，因为这个指标对于存款基础差、权益乘数增长过快的银行冲击

最大：该指标的计算公式为加权资金来源÷加权资金运用，从分子

的折算率来看，来自央行的资金折算率最高，存款次之，同业负债

（含发行同业存单）折算 率最低（见表2），剩余期限在3个月内的

特别策划 Feature

图6   中小银行同业负债变化趋势  单位：亿元/%

注：图内同业负债包括卖出回购资产、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往来款；同业负债

增速为季度频率。

资料来源：人民银行，联合资信整理。

同业负债 同业负债增速

图7  抽样中小银行2015-2017年负债结构变化情况

注：共选取了20家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或者同业存单的城市商业银行以及农商

银行；应付债券不含发行的同业存单。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其他类负债占比 发行类负债占比 同业负债占比 客户存款占比发行同业存单占比

2015年末 2016年末 2017年末 2015年末 2016年末 2017年末



2018  OCTOBER   9    

联合信用研究
Lianhe credit research

同业资金折算率为0。流动性匹配率越低，说明银行以短期资金支

持长期资产的问题越大、资产负债的期限匹配程度越低，虽然正

式稿相较于征求意见稿在过渡期上有所放松，但2020年前的达标

压力仍然存在。

1. 结构性存款的繁荣

自2016年开始，很多中小银行已经逐渐提高了对存款基础的重

视，纷纷宣布要进行零售转型，推进“大零售战略”。然而，我们在

前文已经分析过，中小银行（尤其是城商行）的零售业务普遍较为

薄弱，很难在短时间内成功转型，很多银行是依靠发行保本理财来

提高客户黏性、稳固存款规模的。另一方面，随着资管新规正式落

地后，保本理财将成为历史；因此，银行迅速推出结构性存款来替

代保本理财，以作为拓展资金来源的渠道。中小银行靠结构性存款

吸引资金的趋势更明显；2018年以来，虽然大型银行和中小型银行

的结构性存款均呈现较明显的上升趋势，但中小银行的上升速度更

快，结构性存款余额也一直高于大型银行。

2018年7月，银保监会发布理财新规（征求意见稿），强调商业

银行发行结构性存款应当具备相应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资格，且

应当有真实的交易对手和交易行为。这对于目前尚不具备金融衍

生品业务资质的中小银行而言，不啻为一个打击，相当于又少了一

个吸引资金的手段，明显进一步提升了该类银行负债端的压力。

2. 被迫收缩主动负债规模，调整资金期限

在一系列监管政策的叠加压力下，银行必须对负债端的结

构进行优化，减小主动负债的力度，夯实自身存款基础。在前

文中我们已经分析过，中小银行的权益乘数普遍高于行业平均

水平，与农商行相比，城商行大多靠同业资金驱动负债增长，

权益乘数高，因此调整压力大，去杠杆的难度相对较高：城商

行、农商行的资产负债增速自2017年以来呈现快速下滑趋势，

农商行从2017年4月开始资产增速持续高于负债增速，而城商行

的这一变化出现在2017年11月。但总体而言，中小银行自2017

年以来“缩表”趋势明显。

鉴于同业存单遭遇流动性新规、MPA考核等监管政策的

“围追堵截”，银行整体减小发行同业存单的力度，同业存单

发行增速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趋于稳定，与此同时，中小银行

加大了金融债券的发行量，以改善自身的负债期限，提升流动

性水平，中小银行2018年上半年金融债券的发行量较之前年度

同比有明显增长。

2018年2月以来，资金市场的利率水平在央行的货币政策下进

入下行通道，6月末银行超储率已经回升至1.7%，考虑到7月又实施

了定向降准，超储率会进一步得以提升。总体而言，2018年下半年

以来，市场资金面较为宽松。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小银行的资金流

动性得以缓解，预计下半年发行金融债的规模将有明显下降。

三、经营模式选择的影响

案例分析

本文以两个银行举例，从资产端和负债端分析其经营模式，及

其对银行盈利水平、流动性风险和资本充足性的影响。

1. A银行（某城商行）案例分析

从图8中可以看出，近年来A银行的资产结构呈现出一个较明

显的变化趋势：贷款占比不断下降，投资资产持续上升，且投资品种

以资管及信托计划为主。资管及信托计划全部划分至应收款项类科

目项下，具有可变现能力差、投资久期长的特点，其实质是银行为了

节约对资本的占用，利用信托、资管的通道为企业提供融资，企业

所涉及的行业多为房地产业及建筑业，此种类信贷产品存在一定的

信用风险。

A银行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资产结构，原因有二：一是受区域经济

环境影响，贷款增长乏力，加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信贷资产

质量下行趋势明显，不良包袱较重，直至2017年末才基本处置完毕，

不良率降至行业平均水平以下。二是非标投资收益高，在贷款利息收

项目 征求意见稿 正式稿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达标要求 应持续达到最低监管标准 允许银行在压力状况下不达标，但须分析原因并采取措施。

流动性匹配率过渡期 2019年底前达到100%，2018年底前达到90% 2020年1月1日起达到100%，在此之前作为检测指标。

优质流动性资产充足率过渡期 应当在2018年底前达到100%，2018年7月末前达到70% 2019年6月末之前达到100%，过渡期内，2018年底之前达到80%

商业银行资产规模变化时的处理 无 首次达2000亿的商业银行，达到当月仍可使用原监管指标，次月须用高阶监管指标。

表1  流动性新规修订征求意见稿与正式稿在有关指标实施过渡期上的对比

项目 折算率（按剩余期限）

≤3个月 3-12个月 ＞1年

加权资金来源

1.来自中央银行的资金 70% 80% 100%

2.各项存款 50% 70% 100%

3.同业存款 0% 30% 100%

4.同业拆入及卖出回购 0% 40% 100%

5.发行债券及发行同业存单 0% 50% 100%

表2  流动性匹配率加权资金来源折算率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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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A银行（某城商行）资产端构成 图9  A银行负债端构成 

资料来源：该银行年报，数据截至2017年末，联合资信整理 资料来源：该银行年报，数据截至2017年末，联合资信整理

2015~2017年

在资产中的占

比不断扩大，

全部为类信贷

产品，项目投

资期限集中在

3-5年。

2015~2017年

在资产中的占

比由41%降至

34%。

资产项目 2017年末 2016年末 2015年末

现金类资产 9% 7% 7%

贷款净额 32% 26% 23%

同业资产 18% 22% 28%

债券 20% 15% 15%

同业存单 3% 10% 2%

资管计划及信托 4% 6% 7%

理财产品 1% 8% 12%

货币基金 8% 2% 0%

其他 5% 5% 6%

表3  B银行（某农商行）2015-2017年资产端构成

资料来源：该银行年报，数据截至2017年末，联合资信整理。

入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只有将资金投放给类信贷产品获取高收益，才

能尽可能的获取利差收入。

资产端的结构给A银行负债端带来了较大的压力，从图9中可以

看出，A银行的存款增长主要靠对公存款驱动，但对公存款一般都是

与对公贷款业务有较深的绑定，此类资金稳定性差，资金成本较高，

相较而言储蓄存款的稳定性好、成本低。A银行的储蓄存款在负债中

占比太低，说明核心负债基础薄弱。

由于资产端的投资期限较长，A银行近年来只好硬着头皮靠

发同业融入资金“续命”，2017年末同业资金占比高达39%，超过

监管红线。

总体而言，A银行呈现出较明显的“刚性负债”特点，资产负

债期限错配较严重，在监管部门将5000亿以下银行的同业存单也

纳入同业负债口径考核后，该银行的负债调整压力大。2018年上

半年，A银行不得已进行“缩表”，部分非标项目到期后停止续作，

减少发行同业存单的规模，宣布要加大力度推进“零售转型”的战

略，同时申请发行金融债券以改善负债期限，补充流动性。2018年

6月末，A银行将同业资金在负债中的占比压缩至32%，并表示这个

水平将维持一段时间。

2. B银行（某农商行）案例分析

B银行的资产结构也不太健康，但从表3中可以看出，该银行一

直在对资产端进行调整：早期在省联社的政策指引下，对同业授信

规模较大，近年来受监管政策影响，对同业资产规模压缩明显。B银

行所处的区域经济环境也不太好，因此当地企业贷款需求低，加之

不良贷款率一直高于行业平均水平，B银行对于贷款投放较为审慎。

但与大部分中小银行近年来加杠杆发展投资业务的特点相比，B银

行的非标投资规模及占比（尤其是投资的理财产品）自2015年以来

一直在下降，并且在2017年大幅增加了对货币基金的投放，进一步提

升自身的资产流动性。

B银行的资产结构也不太健康，但从表3中可以看出，该银行一

直在对资产端进行调整：早期在省联社的政策指引下，对同业授信

规模较大，近年来受监管政策影响，对同业资产规模压缩明显。B银

行所处的区域经济环境也不太好，因此当地企业贷款需求低，加之

不良贷款率一直高于行业平均水平，B银行对于贷款投放较为审慎。

但与大部分中小银行近年来加杠杆发展投资业务的特点相比，B银

行的非标投资规模及占比（尤其是投资的理财产品）自2015年以来

一直在下降，并且在2017年大幅增加了对货币基金的投放，进一步提

升自身的资产流动性。

相比之下，B银行对于负债端的调整更加明显（见图10）：2016

年的同业融入资金规模达到顶峰，以此迅速扩大了负债端。但依赖

于自身在当地较好的客户基础，2017年全年未发行同业存单，存款规

模及占比得到显著提升，并且是由储蓄存款驱动，这体现了B银行的

核心负债优势。

整体而言，B银行较早地对负债端进行了有效调整，这种有效

调整依赖于其较强的存款基础。2017年，B银行已进行了微幅的“缩

表”，去掉部分杠杆的同时将经营重心放在改善资产质量上。2018年

一季度，B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已恢复了增长，贷款及存款都维持了较

快的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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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结构选择所带来的影响

中小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不同类型银行之间有分化，相较

而言城商行流动性压力大

在中小银行经营特点系列分析的第二篇中我们已经指出，近年

来中小银行对于同业资金的依赖性主要源于存款基础的薄弱，不同

于大型银行布局早、渠道多、客户基础雄厚的优势，中小银行储蓄存

款在负债中的占比相对较低。

在分析负债端时我们指出，城商行的存款基础最为薄弱，很多

主要靠同业资金缓解负债压力，这类资金容易受市场利率波动的影

响，尤其在资金市场利率上行的环境里，大大提高了银行的资金成

本。资本是逐利的，靠较高成本获取的资金自然更倾向于投放高收

益的资产，即非标准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理

财产品，一般计入银行的应收款项类投资科目，投资期限相对较长。

但同业资金的期限集中在一年以内，我们假设银行的存款期限全部

在一年以上，流动负债仅为同业负债，以上文中A、B两家银行为例，

测算银行可快速变现资产与同业负债之差。从图11中可以看出，A银

行利用同业资金加杠杆投资非标产品的经营模式下，其可快速变现

资产与同业资金之差为负，说明A银行的部分长期资产是靠拆借短

期资金去维持的。在监管政策的要求下，A银行不得不压缩同业负债

的规模，但是在压缩的过程中，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

因此，中小银行的流动性风险水平取决于其自身的存款基础，

对于那些在2017年进行成功进行零售转型、核心负债基础强的银行，

2018年在业务经营上更有自主选择权。相较而言，那些对同业资金

依赖度高的银行，在MPA考核、流动性新规的压力下，面临的流动

性风险较高，这类银行短期内发行金融债券以补充流动性、改善负

债期限的需求较强烈。

不同经营模式下面临的盈利困境：城商行资金成本负担重，农

商行受资产质量影响大

从图12中可看出，2017年以来，城商行与农商行在净息差上的

差距较大。对于农商行而言，较好的储蓄存款基础为其在资金端节

省了不少成本，加之前些年投研能力有限，尚未大规模开展对非标

债权的投资，在金融监管趋严的环境下，资产端收益率受到的影响

不大，因此净息差水平一直较高。但农商行一般受县域经济环境影

响较大，尤其是监管要求严格贷款五级分类划分标准后，农商行的

不良率明显反弹，而计提拨备、核销不良贷款均会对盈利能力产生

负面影响，因此预计此类银行2018年的净利润增速将明显放缓。

相比之下，对于城商行来说，盈利上的压力主要是由于资金成

本端：储蓄存款基础差、市场资金利率上行导致资金成本大幅上升。

以上文中的A、B银行为例，A银行2017年的拨备前利润总额大幅下

降（见图14），主要是由于其发行同业存单利息支出水平上升明显。

不仅如此，此类银行为了改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回归“存贷款

业务本源”，还要压缩原本收益率较高的非标投资产品，利差水平进

一步收窄，面临较大的盈利困境，在存款基础尚未改善、贷款增长乏

力的情况下，这样的盈利困境还要维持很久。

城商行、农商行共同面临的难题：资本补充需求

从图15中可以看出，与行业平均水平相比，城商行的资本充足

性一直处于较低水平，而农商行的资本充足率在2018年呈现快速下

图10  B银行2015-2017年负债端结构 

图11  A、B银行对比：可快速变现资产-同业资金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该银行年报，数据截至2017年末，联合资信整理。

注：可快速变现资产规模=同业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资产+现金

数据来源：A、B银行年报，联合资信整理。

图13  城商行、农商行不良贷款率 单位：%

图12  不同类型银行净息差水平变化 单位：%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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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A、B银行拨备前利润总额 单位：亿元

图15  不同类型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 单位：%

图16  商业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规模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A、B银行年报，联合资信整理。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资料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滑的态势。在中小银行经营特点系列分析的第一篇中我们已经指出，

中小银行在2017年以来强监管的环境下，主动提升贷款在资产总额

中的占比，这类资产对资本的占用相对较高，因此城商行、农商行在

2017年上半年资本充足性有所下降。2017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发行二

级资本债券的规模大幅提升（见图16），而农商行受限于自身资质，

发行这类债券的规模相对较小，因此在2017年下半年银行业资本充

足率普遍提升的情况下，城商行和农商行出现分化。

银行补充资本的途径有限，对于中小银行来说，实行增资扩股

和发行优先股的难度较大，内部资本生成是最为重要的资本补充渠

道。对于城商行而言，由于短期内面临资产负债结构的调整压力，盈

利能力承压，利润留存水平难免受到影响。此外，中小银行发行二级

资本债券需要具备一定条件：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总发行

额度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30%。农商行2018年以来飙升的不良贷款

规模势必会降低其超额拨备水平，且此类银行一般核心资本规模较

小，发行二级资本债券的意义不大，因此2018年以来资本充足率快速

下滑。总体而言，城商行、农商行均具备资本补充的需求，但农商行

的资本补充问题更为严峻。

此外，在资管新规的压力下，部分中小银行还面临着“非标转

标”的问题，这无疑会加大对资本的消耗。而2018年5月出台的《商业

银行大额风险暴露管理办法》正式稿，虽然延长了过渡期，但仍要求

表内业务要穿透，对于同业投资全部穿透到底层，这样又会消耗掉

一大部分风险资本。总之，中小银行需要尽早做好资本管理的准备：

2018年，拟在A股上市的有19家银行，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主，其中3

家已经于H股上市；而对于那些不具备上市条件的中小银行，只好需

求其他的资本补充渠道，因此，预计未来一年内中小银行发行资本补

充债券的规模将会有明显上升。

四、结语

2018年1~7月，国内评级机构已下调7家商业银行的主体评级，其

中包括6家农商行和1家城商行，下调理由主要体现为资产质量明显恶

化，导致拨备不足、资本不足、盈利承压；相比之下，2017年全年只有

部分中小银行的评级展望遭遇下调，因此2018年中小银行的信用级

别整体是下沉的。

现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受到资管新规约束，表内业务受到大额风

险暴露约束，加上MPA考核、流动性新规等带来的指标压力，由于

中小银行在投研方面、系统建设、人才培养、客户培育等很多方面都

有短板要补，所受到的冲击较大。2018年以来，央行通过几次降准

释放资金，带动全国性银行的资金供给能力，城商行、农商行的资金

融入规模有所上升。2018年7月，央行调整了MPA参数，旨在适当放

松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广义信贷增速的考核，引导银行将降准资金

用于小微贷款以及支持符合条件的表外资产回表。

因此，当前的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相较于2018年上半年是有所

放松的，中小银行目前的资金流动性较为充裕，在流动性风险、资本

补充等方面的压力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在监管政策的导向下，不良贷

款也基本暴露到位，但中小银行必须要记住自己在“强监管”模式中

所承受的痛苦，把握住当前资金流动性较为充裕的机遇，提升自身

资产负债的管理能力，为下一轮政策收紧做好充足的准备。

综上，我们认为中小银行2018年下半年的信用风险水平企稳，

展望稳定；但仍需重点关注银行所处的区域经济环境，对于区域经

济状况差、产业风险高的省份，需要进一步分析银行的资产质量是否

发生了实质恶化，进而影响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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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新政下的房地产债务专题研究
文 |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李晶  支亚梅  房地产行业研究组

自2016年四季度以来，房地产企业开发贷、公司债以及非标融

资等融资渠道先后收紧；随着2018年4月27日资管新规的落地，表外

理财借道非银通道流向地产行业的通道受到彻底约束。此外，在国

家去杠杆的宏观背景下，资金成本也在持续攀升。受房地产企业融

资渠道收缩、信用债即将迎来偿债高峰以及限价限购等宏观调控手

段的多重因素影响，地产企业的短期偿付安全性就成为市场关注的

焦点，这亦是本文研究的初衷。

一、房地产企业债务指标分析体系

本篇研究的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并以行业内的发债企业为样

本进行了整体测算，具体情况如下表1所示。

整体再融资空间

在衡量房企再融资空间时，联合评级采用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

债务比来体现。其中，现金类资产为公司流动性很强的资产；可变现

存货为预估的存货货值同时剔除以预收账款形式变现的部分；投资

性房地产往往具有较高的变现价值，但在实际变现过程中一般会低

于评估值，此处我们采用0.6的折算系数进行估算（银行对房产的抵

押贷款一般放贷比例为60%，采用该数据模拟折算系数）。房地产行

业作为资金密集型的行业之一，债务杠杆一般相对其他行业处于较

高水平，房地产再融资空间指标一方面体现了公司目前的杠杆水平以

及再融资的空间，另一方面体现了公司全部债务的安全性。

从发债的样本企业数据来看，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呈逐

年下滑态势，表示房地产行业的债务杠杆水平不断提升，再融资空间

不断收紧，在此背景下，我国地产的去杠杆政策预计仍然会持续一

段时间。截至2018年6月底，样本房企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为

2.09倍，处于2012年以来的相对低点，虽然仍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但

去杠杆仍然是行业的必然趋势，具体情况如下表2所示。

短期偿付义务的安全性

在衡量房企短期支付风险时，联合评级采用现金类资产对短期

偿付义务的覆盖倍数指标来体现。其中，短期债务为近期须偿还的

刚性债务，同时考虑到房企利息支出（包括费用化利息和资本化利

息）需定期偿还的特点以及股东回报的要求，该指标分母同时包含

现金流量表中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来代替房企每

年的短期支付义务。

房企的资金来源主要为销售回款、银行借款以及房企自筹资金，

以2017年为例，自筹资金和销售回款占比分别为30%和50%左右，且销

售回款占比有上升趋势，随着政策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的限制，房企自

指  标 公  式

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 （现金类资产+预估的存货货值-预收账款+投资性房地产*0.6）/全部债务

现金类资产对短期偿付义务的覆盖倍数 现金类资产/（短期债务+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现金类资产 现金类资产=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

预估的存货货值 存货/（1-过去三年的平均毛利率）

短期债务 短期借款+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负债+应付票据+应付短期债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表1  测算指标体系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

项 目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6/30

中位数 2.98 2.49 2.27 2.20 2.11 1.91 2.09

样本数 137 154 156 157 158 158 158

表2  样本房企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单位：倍、个）

注：因为样本指标差异很大，平均值有所偏离，故采用中位数进行分析。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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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2/12/31 2013/12/31 2014/12/31 2015/12/31 2016/12/31 2017/12/31 2018/6/30

中位数 0.89 0.86 0.69 0.72 1.28 1.04 1.26

样本数 137 154 156 157 158 158 158

表3  样本房企短期偿付义务覆盖倍数变动情况（单位：倍、个）

注：因为样本指标差异很大，平均值有所偏离，故采用中位数进行分析。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

身造血能力对房地产企业愈加重要。从近几年现金类资产的变动趋

势看，2013~2015年，现金类资产波动增长；2016年，受益于本轮去库存

政策的影响，房企销售情况大幅改善，同时随着信用债发行的大量增

加，现金类资产快速上升；2017年，行业销售仍然旺盛，但由于到期债

务的到期偿还等原因，现金类资产虽然仍有所上涨但增速减缓。

房企短期债务（包含利息支出等）主要为短期借款、应付短期

债券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其他科目占比很小。由于项目整体

开发周期较长，房企一般选择相匹配的长期借款来满足公司经营需

求，因此短期借款在房企整体债务规模中占比一般不大。房企的短

期债务主要为房企长期借款或应付债券即将于一年内到期或回售时

转入，该部分规模受国家货币政策以及房地产融资政策影响很大；

但也有少部分房企受限于自身规模、融资能力或者经营特点，短期

借款占比高。受2015年房地产公司债放开的影响，2017年以来房地

产短期偿付义务规模不断提升。

受上述因素影响，2013~2015年6月，现金类资产对短期偿付义

务的覆盖倍数指标不断下降，主要系地产景气度较低所致；2015年

6月~2017年6月，伴随去库存以及棚改货币化等政策影响，该指标大

幅改善。2017年6月以来，随着长期债务转入短期债务，该指标有所

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截至2018年6月底，样本房企该指标为1.26

倍，但考虑到相关回售债券在会计处理中并未计入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因此该指标可能有所失真。

全债券市场口径下（若债券有回售条款，按照回售日为债券到

期日计算），2018年7~12月、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及以后

图1  社会融资规模以及存量增速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特别策划 Feature

图2  表外融资规模和占比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债券到期的金额分别为4,082.05亿元、6,871.12亿元、4,135.48亿元、

3,695.32亿元和4,262.10亿元，房企在2018~2020年债券到期的规模较

大，有一定集中偿付的压力，该指标未来预计将有所下滑。此外，单从

公司对一年内到期信用债覆盖角度来看，一年内到期的信用债占样本

房企短期债务的比例为13.08%，整体占比不高；（货币资金-一年内到

期的非信用债）/一年内到期的信用债覆盖倍数指标的中位数为1.30

倍，处于较高水平，表明房地产行业短期内信用债违约概率较低。

二、短期偿付安全性因素分析

短期偿付的安全性取决于短期现金对短期偿付义务的覆盖程度，

而短期债务相对刚性，因此重点分析现金的变化情况。其中，筹资流

入、销售回款、债务偿还和资本支出是影响公司现金变化的四大要素。

筹资流入

社会环境：强监管、去杠杆政策背景下，社会融资环境持续收

紧，表外融资规模及占比快速萎缩；上述融资环境的收紧将成为未来

社会债务偿还的隐忧

2018年1~6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9.10万亿元，同比减少2.03

万亿元；社会融资存量同比增速从2017年7月高点的13.20%持续下降，

截至2018年6月底，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183.27万亿元，同比增长9.80%，

增速分别较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下降0.47个百分点和3.00个百分点。

从新增社会融资的结构上看，2018年1~6月，新增人民币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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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万亿元，同比增长0.55万亿元，占上半年新增社会融资的比例达

96.30%，占比较去年同期大幅提高22.79个百分点，人民币贷款系上

半年新增社会融资的主要来源；新增外币贷款-125亿元，同比减少

598亿元；企业债券融资1.02万亿元，同比增长1.38万亿元；非金融企

业境内股票融资0.25万亿元，同比减少0.22万亿元；新增表外融资

（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及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合计）-1.26万亿元，同

比减少3.74万亿元，占上半年新增社会融资的比例为-12.99%，占比较

去年同期大幅下降34.69个百分点。2017年底开始银监会对银信类业

务强监管背景下，表外融资受到限制，表外融资的快速萎缩成为上

半年社会融资增速下滑的重要原因。而上述渠道融资规模的缩减将

成为未来债务偿还的隐忧。

房地产行业融资渠道受政策限制，房企到位资金增速持续下

滑，但2018年7月以来宏观政策有所微调，房地产行业融资有望边际

改善，但长期来看很难再度迎来放松；房企资金来源增速结构分化，

开发贷增速回升，股权融资和信用债延续低迷，信托增长趋缓，在保

证房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同时将杠杆控制在合理水平

自2016年底以来，地产行业调控升级，多部门出台政策规范行

业融资行为，行业融资渠道全面收紧，银行对房企放贷审核趋严，公

司债、信托、委托贷款和私募资管等均在不同程度受到限制。2018

年7月以来，我国宏观政策有所微调，国务院常务会议发言提出，“要

求保持宏观政策稳定”，“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

应对好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稳健的货

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疏

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措施”等。经济下行

压力下，行业政策有望边际改善，去杠杆趋于缓和，由“去杠杆”转向

“稳杠杆”，流动性由“保持流动性的合理稳定”转向“保持流动性

的合理宽松”，有望改善总体融资环境；信用风险下降和大环境资金

面的改善都将改善房企的融资困境。但另一方面，国务院常务会议也

指出，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长期来看行业调控很难再度

迎来放松，“大水漫灌”式强刺激、任由房企加杠杆也与此前十九大

报告中提出的“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守住不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背道而驰。

从历史上来看，行业资金面与宏观环境与政策高度相关。

2009年、2012年和2016年，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增速在宽松的环

境下改善明显；另一方面，行业资金面的每一次见顶回落，也伴随

着政策和宏观资金面的收紧。2010年4月，国务院出台新国十条抑

制房价过快上涨，到位资金增速随之开始快速下滑；2013年2月国

务院出台“新国五条”，3月发布《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

作的通知》，同时银监会出台8号文对银行理财产品非标投资进行

约束，到位资金也于同期见顶回落。2016年4季度以来，行业调控

再度升级，随着调控政策的趋严以及大环境资金面的收紧，房地

产行业总体资金面随之持续紧缩，投资到位资金增速延续下滑态

势。2018年1~6月，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79,287亿元，同比增长

4.60%，增速比1~5月回落0.50个百分点，低于去年同期6.60个百分

点。2018年7月，资管新规细则的边际放松和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

“保持适度的社会融资规模和流动性合理充裕”，下一阶段社会融

资增速或将趋稳。

从融资渠道上来看，①2014~2016年，随着股市行情的好转，房

企增发规模有所上升；但2017年证监会修订了《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当年境内房企股权融资总额仅309.44亿元，同比减

时间 文件 主要内容

2018年7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
要求保持宏观政策稳定，坚持不搞“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根据形势变化相机预调微调、定向调控，应对好外部环境不

确定性，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财政金融政策要协同发力，更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局

2018年7月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明确公募资产管理产品除主要投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和上市交易的股票外，还可以适当投资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明

确过渡期的宏观审慎政策安排

2018年6月 银行业金融机构联合授信管理办法（试行） 建立联合授信机智，防范多头融资、过度融资

2018年6月 关于保险资金参与场租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 鼓励险资参与租赁市场建设

2018年4月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非标要求期限匹配、打破刚性兑付，过渡期延长至2020年底，此后不得续发或存续违反本意见的资管产品

2018年1月 私募投资基金备案须知 私募基金不得投资于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揭贷活动。

2018年1月 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
限制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不允许将银行的资金和募集的资金经通道来发放委托贷款；规范委托贷款的投向，防止委

托贷款投向此前限制的地产、地方债务等

2017年12月 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 商业银行和信托公司开展银信类业务，不得将信托资金违规投向房地产

2017年5月 2017年信托公司现场检查要点
严查违规开车站房地产信托业务，包括：是否通过股债结合、合伙制企业投资、应收账款收益权等模式变相向房地产开

发企业融资规避监管要求

2017年4月 中国银监会关于银行业风险防控工作的指导意见 房地产风险全面管控

2017年2月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备案管理规范第4号
禁止私募产品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融资用于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提供无明确用途的流动资金贷款，以及直接或间接

为各类机构发房首付贷等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便利

表4  2017年以来主要调控政策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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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79.23%，再融资环境再度收紧，2018年至今延续低迷态势。②银

行信贷方面，受2016年底监管开始限制非标通道影响，开发贷增速

自2017年回升，部分非标等资金来源受到限制，银行房地产融资逐渐

“回表”，促进了开发贷余额增速大幅回升；2017年，房地产开发贷

余额净增加1.19万亿元，增速达16.74%；2018年1~6月，房地产开发贷

余额净增加1.34万亿元，增速较去年同期提高了7.00个百分点；截至

2018年6月底，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96,400亿元，同比增长24.23%。

虽然近年来地产调控政策趋严，但在“非标转标”背景下，开发贷余

额增速大幅回升，银行对符合资质的开发商支持力度不减。③债券

融资方面，2016年4季度，伴随着债市调整以及房地产债券分类监

管，2017年房地产企业信用债发行规模锐减，全年发行总额2,626.56

亿元，同比大幅减少68.29%；2018年1~6月，房地产企业信用债发行

总额2,044.29亿元，同比增长90.46%，但募集资金用途往往受限于

偿还债务，禁止用于投资项目或补充营运资金等用途，房地产企业

信用债发行审批尺度仍然较为严格，信用政策较为紧张。④从信托

融资情况来看，2017年，房地产行业信托融资规模增长较快，截至

2017年底，资金信托投向房地产的余额为2.28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0.85万亿元，增速达59.69%；但2017年底以来，伴随银监会规范银信

业务以及资管新规的出台，地产行业信托融资规模增长有所放缓，

截至2018年6月底，信托资金投向房地产的余额2.51万亿元，较年初

增长9.83%，增速同比下降14.01个百分点；2018年1~6月，新增投向房

地产信托项目金额4,280.73亿元，新增信托项目金额较去年同期减少

14.95%。

从资金来源结构上看，2018年1~6月，国内贷款12,292.00亿元，

同比减少7.90%，伴随货币收紧和金融机构对房企审核趋严，信贷资

金下滑显著；自筹资金25,541.00亿元，同比增长9.70%，增速较去年同

期增长12.00个百分点，房企自筹资金累计同比持续上涨，随着传统

融资渠道收紧，自筹资金增速大幅提升；定金及预收款26,123.00亿

元，同比增长12.50%，增速较去年同期减少10.20个百分点，但仍高于

同期到位资金增速，在传统融资渠道收紧背景下，房企加大推盘力

度，销售回款成为房企到位资金增速的主要支撑，若未来销售增速

下滑导致销售回款增速随之下滑，房地产企业开发资金来源增速将

进一步承压；个人按揭贷款11,524.00亿元，同比减少4.00%，自2016

年底以来，银行信贷政策持续收紧，按揭贷款审批周期延长，个人

按揭贷款持续走弱。整体看，销售回款仍是房企资金来源的主要构

成，2018年1~6月，定金和预收款及个人按揭贷款合计占比47.48%，占

比较2017年全年提高0.96个百分点。整体看，房地产企业偿债来源主

要为销售、融资，目前债务高企，融资渠道收紧，偿债来源主要取决

于销售状况；目前地产企业销售状况良好，短期偿债压力尚可，但未

来销售存在不确定性，其短期偿债压力或将上升。同时，2018~2019

年信用债到期规模大，此部分债务难以随着项目销售得到清偿，构

成了地产企业主要的短期偿债压力。

销售回款

在外部融资渠道受限的情况下，销售回款是房企重要的现金流

来源。我国房地产城市轮动特征明显，本文将分一线、二线和三四

线城市进行分析，其中二线城市数据用40大中城市数据中的二线城

市模拟代替，三四线数据用全国数据扣减40大中城市中的一二线数

据进行模拟代替。

1. 销售面积

一二线城市销售面积在政策调控下将维持稳定，三四线城市销

售面积增速将略有下滑，短期内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增速将呈现稳中

有降态势

2015~2017年，全国住宅销售面积呈波动上涨态势，增速分别为

6.84%、22.33%和5.31%，主要系棚户改造货币化安置的快速推行，拉

动了全国尤其是三四线城市房产的销售所致。

假设棚改货币化安置资金全部用于购买新房，购置新房的平

均面积按照85平方米/套计算，则可以估算出每年棚改货币化安置

拉动的销售面积。2015~2017年，货币化安置销售占总销售面积比例

分别为13.59%、18.17%和24.20%，呈逐年递增态势；若剔除棚改货

图3  房地产企业到位资金及增速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图4  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Wind

特别策划 Fe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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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化的影响，2015~2017年住宅销售增速或分别为-4.41%、15.85%

和-2.46%，房地产销售对棚改货币化安置的依赖性很强。

随着棚改计划套数的下降，三四线城市购买需求及购买力的透

支，未来全国住宅销售增速较大概率进一步回落；但考虑到政府对

返乡置业需求支持以及因地制宜推进棚改货币化改造的政策，预计

短期内韧性仍然较强，住宅销售增速将呈现稳中有降态势。

分城市来看，一线、二线和三四线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在

2017年末均趋于稳定。其中，一线城市回落幅度最大，主要受国家严

厉的调控政策致使供给不足影响，销售面积于2017年初同比出现下

降；二线城市随着落户政策的放开，预计后期销售面积将会有不同

程度的回升；三四线城市受棚改货币化安置影响，商品房销售增速相

对一、二线城市维持高位，但随着棚改规模的缩减、棚改货币化政策

因地制宜调控和三四线城市购买需求和购买力透支的博弈，预计未

来销售增速将出现小幅回落。

2. 销售单价

一线、二线城市高涨的需求对潜在的价格上涨预期有支撑作

用，但由于限价政策的延续，预计未来仍将保持稳定或略有回升；但

不同区域走势或将分化

2018年以来，随着一、二线城市限价政策延续，且短期内不会

放开，预期一、二线城市房地产销售价格将维持稳定或略有回升。首

先，随着热点二线城市人才引进政策的竞争，人口流入刺激了购房

需求，且预售证的限制加剧了供需不平衡，推升了房价上涨的预期，

在有一定经济发展基础支持的省会或中心城市、地理位置优势显著

的二线城市尤为明显。其次，限价政策进一步刺激了购房需求，一方

面由于新开盘项目价格较为稳定，部分项目开盘均价相较于周边二

手房具有比价优势，另一方面推盘产品以刚需改善型产品为主，凭借

价格优势以及合理的市场定位，一、二线城市项目去化率维持在极

高的水平。因此，高涨的需求支撑了一、二线城市潜在的价格上涨预

期，但由于限价政策的延续，预计未来仍将保持稳定或略有回升。

尽管一、二线城市整体需求热度高涨，但在不同区域的开盘项

目均价走势预计将存在一定分化，尤其是核心城市不同地段项目的

销售价格走势将出现分化。郊区部分新开盘项目尽管具有相对价格

优势，但所处区位相关配套不够成熟导致开盘去化率明显低于核心

城区项目，例如北京密云、上海奉贤、上海金山、广州南沙、广州增城

等地区部分新开盘项目去化率不足50%，这些区域未来的销售价格

走势可能承压。

三线、四线城市棚改在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有所弱化，三线、四

线城市房地产购买需求承受一定压力，销售价格增速预计将放缓

从棚改货币化政策方面来看，自2015年开始，棚改货币化的发

展推动了三、四线城市房价的崛起。2018年以来，从总量上看，2018

年棚改目标580万套，较2017年略有下降，且随着棚改审批权力的上

收，以及住建部推动各地政府因地制宜制定棚改货币化和实物安置

图7  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同比变化情况（单位：亿元）

图5  货币化安置拉动销售面积及其所占住宅销售面积比例
（单位：亿平方米、%）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图8  近年来棚改项目实际开工和存量情况（单位：套）

图6  一、二、三四线城市商品房累计销售面积及增速（单位：万平方米、%）

资料来源：中信建投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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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2012~2018年6月房地产行业销售回款率变动情况（单位：亿元，%）

注：销售回款额=定金及预收款金额+个人按揭贷款金额，销售回款率=销售回

款额/商品房销售额。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相结合的政策，多省份改变货币化安置表述，部分省份取消或降低

了棚改货币化安置比例，意味着棚改在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度有所弱

化，三、四线城市房地产购买需求承受一定压力，销售价格增速预计

将放缓。

结合PSL投放情况，2018年1~6月新增PSL投放4,976亿元，累计

同比增加63.58%，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31,852亿元，相比于2017年末

增长18.51%，PSL贷款上半年增量投放对三、四线房地产销售价格

在短期内提供了一定支撑，但从长期来看，随着7月棚改会议后货币

化支持力度的减弱，三、四线城市中缺乏长期居住需求、人口流入较

慢的城市，销售价格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从信贷方面来看，2018年以来去杠杆影响持续深化，截至

2018年6月底，房地产企业资金来源中个人按揭贷款累计增速下

滑至-4.00%，同时前6月居民中长期新增贷款累计规模同比下降

11.35%，占新增贷款比重已降至27.69%，居民去杠杆进程仍继续保

持。截至2018年6月底，全国首套房平均贷款利率为5.64%，已连续上

涨18个月，二套房贷利率达到6.01%，也实现14个月连续上涨，全国35

个城市533家银行中首套房执行基准利率上浮的占比已高达91.93%，

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首套房贷平均利率已达基准利率上浮

15.2%水平，银行对房贷政策难言宽松。信贷政策的收紧进一步抑制

时间
未考虑回售选择权 考虑回售选择权

到期债券余额 占比 到期债券余额 占比

2018年7~12月 1258.45 5.46% 4082.05 17.38%

2019年 3340.83 14.57% 6871.12 29.86%

2020年 4721.76 20.15% 4135.48 18.00%

2021年 6506.99 28.61% 3695.32 16.41%

2022年及以后 7218.04 31.21% 4262.10 18.35%

合计 23046.06 100.00% 23046.06 100.00%

表5  房企债券到期期限分布（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收集整理。 

了三、四线城市的购房需求，未来三、四线城市销售价格面临较大的

下行压力。

3. 回款率

受行业政策以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行业整体销售回款率有所下

滑，处于历史相对低位状态；在外部融资受阻的情况下，销售回款率

的下降会增加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压力。

房地产行业销售回款率整体呈下降态势，主要系限价、限签、按

揭贷款审批周期拉长，导致企业销售回款中占比更大的按揭贷款回款

对销售的滞后周期拉长，以及部分企业追求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对回

款条件有所放松，使销售回款率水平整体呈下降的态势。2017年，房

地产行业销售回款率下降至54.30%，主要系当年商品房销售总额较快

增长，而当年销售回款延后至下一年所致；2018年1~6月，房地产行业

销售回款率小幅回升至56.24%，一方面与银行授信存在季节性波动有

关，另一方面与一二线提高首付比例以及三四线信贷相对宽松有关。

债务偿还

样本房企短期债务逐年增加，预计2018~2019年仍有增长趋势，

房企债务到期偿还压力较大；同时，2018年以来，地产债回售率大幅

提高，若考虑假设投资者在债券回售日全部回售，则行业整体在2019

年将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

由于无法获取全行业债务数据，因此下文以样本企业为研究

对象代表行业数据。2015~2017年，样本房企短期债务合计分别为

12,369.98亿元、11,941.00亿元、19,447.04亿元，考虑到债券的集中回

售及到期，预计2018年全年的短期债务规模仍将实现增长；同时，

考虑到短期债务中，除信用债的其他债务大部分有抵押、质押或者

保证等形式的担保方式，短期债务的信用敞口主要集中在信用债部

分，因此下文选取Wind-房地产行业（包括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

场）信用债券为研究对象分析房企债券到期期限分布情况。

短期来看，若考虑投资者回售选择权，2018年下半年和2019

年各个季度的到期债券余额分布相对较均匀，每季度待偿债券余

额为2,000亿左右，2020年及以后偿债压力较小。分市场来看，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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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8年6月底，交易所市场到期债券余额合计14,424.46亿元（占

比62.64%），银行间市场到期债券余额合计8,601.40亿元（占比

37.36%）；在考虑回售选择权情况下，交易所市场信用债的短期到期

余额规模较大，短期偿债压力较大，而银行间市场的信用债主要集

中在2020年及以后到期。

从实际回售率来看，2018年上半年房企信用债回售金额达

680.21亿元，占进入回售期地产债回售前余额合计1,253.2亿元的

54.28%，该比例较2017年全年的29.58%提高了24.70个百分点；从个

券平均回售率来看，2018年上半年房企信用债平均回售率为49.05%，

较2017年全年的36.75%提高了12.30个百分点。整体看，2018年上半

年，信用事件频发背景下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投资者为规避风险，

地产债回售率大幅提高；同时随着信用环境收紧行业利差走扩，一定

程度上也激励了投资者选择回售并再投资较高收益率的债券。随着

回售率的提高，房企集中偿付压力有所加重。

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主要为房地产企业项目开工投入、新增土地投资以及

销售费用等，但考虑到房企新增土储规模较为可控且金额较大，因

此主观性较强。考虑到历史以往资本支出和全国开发投资增速的相

对稳定关系，本文假设房地产企业资本支出按照全国开发投资增速

6%1进行预测，预计2018年全年房地产企业资本支出仍将有所增长。

三、类型房企分析

本文样本房企为发债主体，销售回款指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收到的现金；债务融资包括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发行债券收到的

现金；资本支出包括购买商品、提供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

费、投资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偿还债务为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布局类型

根据所能获得的样本房企财务数据，本次样本房企中房地产项

目主要布局于一二线城市的企业25家，主要布局二三线城市的企业

33家，主要布局于三四线的企业17家，由于样本房企中单独布局于一

线城市的企业数量较少，此处不作分析。

短期偿付能力方面，布局一二线城市房企该指标更优且其政策

敏感性更强；布局二三线城市房企经营更为平稳，有助于抵抗行业周

期以及城市轮动，但信用债敞口较大；三四线城市房企普遍采用高周

转策略，资金链更为紧张，需防范销售下滑造成的不利影响。

布局一二线城市类型房企其项目销售回款规模远大于布局于

二三线和三四线城市类型房企的销售回款规模，短期偿付义务覆盖

倍数指标更优；且其变动趋势与政策更为紧密，政策敏感性更强，房

地产行业城市轮动特征明显。布局二三线城市类型的中位数相对平

稳，表明均衡的业务布局有助于抵御行业周期性波动和地区轮动的

风险。布局三四线城市类型2017年尽管销售火爆，但是考虑到该类

房企高周转的经营特点，资金链较为紧张且债务有所扩张的因素，

2017年该指标仍然下滑明显。2018年上半年，因一线城市调控不放

松，二线城市因城施策政策刺激，销售情况较好，布局二三线城市

类型的短期偿付能力明显增强。

若考虑现金对信用债的覆盖程度，截至2017年底，布局一二线、

二三线和三四线城市房企（货币资金-一年内到期的非信用债）/一年

内到期的信用债覆盖倍数中位数分别为0.76倍、-1.88倍和-0.21倍，说

明布局二三线城市房企在销售受影响的前提下，短期内货币资金对

信用债的覆盖倍数较低，需借新偿旧来进行资金周转。

图10  房企债券到期期限分布（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图11  样本房企短期偿付义务覆盖倍数中位数情况（单位：倍）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1  联合评级预测 2018 年房地产投资开发增速为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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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样本房企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变化情况（单位：倍）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图13  各排名区间样本房企短期偿付义务覆盖倍数中位数情况（单位：倍）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综合偿债能力方面，随着房企债务杠杆的逐渐加大，样本房企

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呈下降态势；2014年以来，布局一二线城

市房企的综合偿债能力弱于其他房企的综合偿债能力，债务杠杆扩

张明显，再融资空间不断压缩。

2014年以来，布局一二线城市房企的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

比平均数均明显低于其他房企的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平均

数，主要系布局一二线城市房企多数为龙头企业，资源优势明显，融

资渠道较多，能够抓住融资政策的窗口期，其债务规模和增速普遍

较高。布局二三线城市房企的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平均数波

动较大，主要因二线城市和三线城市项目均价差异较大所致。2016

年，布局三四线城市房企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与布局一二线

城市房企和布局二三线城市房企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的差距

最大，主要系2016年三四线城市的棚改货币化政策大力刺激，销售

及现金流回笼较好所致。

规模类型

联合评级在覆盖的158家房企样本中，根据2017年克而瑞销售

百强榜单，筛选出Top10、Top10~30、Top30~50和Top50~100的房企

进行分析，考察这些企业过去几年的长、短期债务偿债能力分化情

况。有9家房企样本排名位于Top10，16家排名位于Top10~30，12家排

名位于Top30~50，23家排名位于Top50~100，合计共60家房企样本。

短期偿付能力方面，该指标与房企销售规模相关性较强，在行

业景气度波动的情况下，龙头企业短期偿付能力更强；但受2017年去

杠杆和信贷收缩的影响，样本房企短期偿付能力整体有所下滑，需

重点关注TOP10~30房企的流动性。

图13中的样本房企的短期偿付能力近年呈波动上升态势，与

表3的持续下行态势不一致，原因是表3中反映行业总体情况的样本

比重更多集中在百名开外的小规模的房企，随着近年房地产市场集

中度提高，2015年以来百名开外的小规模房企经营状况并没有得到

显著改善，这些房企的短期偿债能力逐年下降情况明显从而拉动了

整个行业的短期偿债能力指标有所下滑。2012~2017年，Top10的企

业短期偿债能力处于上游水平，Top50~100的企业处于下游水平。

Top10~50的企业处于中间水平。其中2014年为国内房地产市场的低

谷，中小房企出现危机，从短期偿债能力中可以看出Top10以外的房

企短期偿债能力明显下降，而Top10的房企由于自身规模优势，对行

业景气度的下行有更好的适应能力，短期偿债能力保持在平稳水

平。这也证明了龙头企业在行业景气度波动的情况下，有更强的生存

能力。2016年各排名区间的房企短期偿债能力均大幅上扬，与2016

年房地产市场景气度大幅提升有关。进入2017年，房地产行业调控

加码，各类限购限售政策出台，使得各排名区间的房企短期偿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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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均有所下滑，但仍然高于2012~2015年水平，短期内风险处于可控

范围内。

2018年6月底，一方面受房地产融资渠道收紧影响，另一方面，

房地产企业为降低风险，主动收缩杠杆，使得大部分房企短期偿债

能力都大幅上升；但Top10~30房企短期偿债能力则延续了之前的下

滑态势，一方面系该类房企所在区域以一二线为主，而一二线城市房

地产销售在当前调控政策下受阻，另一方面系该类房企在房企公司

债放开的时候发行的债券2018年当年到期较多。

综合偿债能力方面，样本房企整体债务杠杆上升，再融资空间

收缩；2017年以来，TOP10~30的房企举债冲规模的动力较强，债务

杠杆急剧攀升，各规模房企综合偿债能力再次分化。

按销售百强排名抽样的房企的长期偿债能力和整个行业的偿债

能力变动态势基本一致，呈下行态势。Top10的房企长期偿债能力基

本还是处于上游水平；Top10~30的房企在长期偿债能力上处于下游水

平，且2017下降明显，主要系随着房地产行业向龙头集中，进入行业前

十的销售门槛逐年提高，Top10~30的房企希望在行业龙头中觅得一席

之地，因此举债冲规模的不在少数。此外，2015年开始，各区间段房

图14  各排名区间样本房企核心可变现资产全部债务比中位数情况
（单位：倍）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企的长期偿债能力差距缩小，但2017年开始有再次分化的迹象。

截至2018年6月底，除Top10房企外，其他房企长期偿债能力

均有所上升，同样与房地产行业融资渠道收紧和房企主动降杠杆有

关。Top50~100的房企，大多意识到在行业调控和融资渠道收紧中

自身的劣势地位，降杠杆动力较强，长期偿债能力反而好于其他区

间房企。

四、现金流压力测试

联合评级选取发债房地产企业为研究对象，其中债务融资项目

选用现金流量表中“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和“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金”科目之和表示；偿还债务项目选用“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分

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科目表示；资本支出选取“购

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的各项税费”和“购买公司支

付的现金”科目之和表示；销售回款选取“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

的现金”科目表示。

在预测2018年数据时，2018年1~6月，全国房地产销售金额累计

同比增速为13%，我们预测2018年销售回款规模维持这一增速；假定

债务融资中取得借款所收到的现金为房企支付土地款以及建安支出

的75%来源于银行借款，发行债券所收到的现金由于资金用途限制

为置换前期债券，假设2018年发行债券为2015年与2016年发行金额

的一半。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考虑与短期债务之间的关系以及2018

年债券回售规模增加等因素来进行预测，现金流入净额采用历史数

据中“资金流入-现金流出”与“现金流入净额”之间的关系预测；资

本支出按上文中增速6%进行预估。

通过对现金流入净额和期末现金余额对（短期债务+分配股利

或支付利息的现金）覆盖程度的分析，在假设销售目标实现增速分

别为0%、13%和15%的情况下，期末现金余额对（短期债务+分配股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增速0% 增速13% 增速15%

现金流入

债务融资 186 238 315 339 355 355 355 

销售回款 226 264 365 438 438 495 503 

合计 412 502 680 777 792 849 858 

现金流出

资本支出 117 172 226 223 383 383 383 

偿还债务 239 240 320 438 465 465 465 

356 412 546 661 848 848 848 

资金流入-现金流出 56 91 134 116 -56 1 10 

现金流入净额 7 25 53 25 -12 0 2 

期末现金余额 84 110 168 193 181 194 195 

短期偿付义务 132 155 156 239 252 252 252 

现金类资产对短期偿付义务的覆盖倍数 0.63 0.71 1.07 0.81 0.72 0.77 0.78

表6  房企2018年短期偿付能力销售压力测试（单位：百亿元、倍）

资料来源：联合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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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或支付利息的现金）的覆盖倍数分别为0.72倍、0.77倍和0.78倍；表

明在目前销售增速的情况下，行业短期安全性虽有所下滑但仍处于

相对安全的状态，和2015年的行业平均水平有所持平但需关注行业

内部的企业分化特征。若2019年销售增速出现负增长，则房企的短

期安全性或将在2019年出现较大压力。

五、结论

行业观点

从债券到期看，房企2018~2020年债券到期规模较大，存在集中

偿付压力：样本房企短期债务逐年增加，预计2018~2019年仍有增长

趋势，房企债务到期偿还压力较大；同时，2018年以来，地产债回售

率大幅提高，行业面临较大集中偿付压力。

核心资产对债务的覆盖倍数处于低位：从长期来看，房地产行

业整体债务杠杆不断攀升，再融资空间收缩，核心资产对债务的覆

盖倍数处于历史低位；短期来看，房地产行业短期偿付义务覆盖倍

数指标自2017年6月以来有所下滑。

从融资环境看，融资持续偏紧，销售回款成救命草：在防范金

融风险的政策背景下，行业融资渠道受政策限制，房企到位资金增

速持续下滑，但2018年7月以来宏观政策有所微调，房地产行业融资

有望边际改善，但长期来看很难再度迎来放松；房企资金来源增速

结构分化，对销售的依赖程度进一步提升。

销售区域分化，总量预计超去年：随着棚改计划套数的下降，

三四线城市购买需求及购买力的透支，未来全国住宅销售增速较大

概率进一步回落，但短期韧性仍较强；预计短期偿付义务整体的安

全性将有所下滑，但销售的区域分化特征较强。

未来预测：随着债务回售及到期高峰期的迎来，在目前的融资

环境和销售图景下，预计房地产行业2018年期末现金余额对短期支

付义务的覆盖倍数将继续下滑，安全边际不断下降，覆盖倍数相对

较低，信用风险较大；需关注行业内部的 企业分化特征。

企业观点

经营布局房企类型分析：布局一二线城市房企财务韧性和政策

敏感性更强，但债务杠杆扩张迅速，或将成为去杠杆的重点方向，短

期安全性尚可；布局二三线城市房企经营更为平稳，有助于抵抗行

业周期以及城市轮动风险，但信用债敞口较大；布局三四线城市房

企普遍采用高周转策略，资金链更为紧张，需防范销售下滑造成的

不利影响。

 销售排名房企类型分析：销售Top10的房企在偿债能力上相对

排名靠后的房企均具有明显优势，随着近年房地产集中度提高，百

强房企的偿债能力有明显改善，而排名外的小规模房企偿债能力持

续降低；Top10~30的房企冲击龙头愿望强烈，债务规模迅速扩大，对

其偿债能力带来负面影响。



2018  OCTOBER   23    

宏观研究 Macroeconomic Research 联合信用研究
Lianhe credit research

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商业银行和金融市场的流

动性结构，降低融资成本，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小微企业、民

营企业及创新型企业支持力度，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18年10月

15日起，下调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非县

域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当日到

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续做。根据央行测算，此次降准共

释放资金约1.2万亿，其中大约4500亿元用于偿还10月15日到期的中

期借贷便利，可释放增量资金约7500亿元。

这是今年以来的第四次降准，1月央行对相关贷款增量或余额

占全部贷款增量或余额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降准0.5或1个百分

点，主要为更好引导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业务；7月定向降准0.5

个百分点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大对小微企业

的支持力度；4月以及此次均降准1个百分点，置换MLF的同时释放

部分增量资金。虽然此次是年内第二次“普降”1个百分点，但并不

意味着未来降准幅度将进入“1时代”，因为降准频率和幅度均是央

行在对经济增长、融资环境、通胀和汇率情况等多因素综合考量下

决定的，目的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

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以及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

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均有所增加，同时经济去杠

杆和金融强监管使得企业融资渠道收紧，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了一

定的不利影响。此次降准有利于维护未来市场资金面的相对稳定，

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的发

展。而此次降准时间正值美国9月27日宣布再次加息25个基点后不

久，中美货币政策的分化表明我国监管层采取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应

对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在本轮经济去杠杆和金融强监管的经济金融结构性调整过程

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过于依赖债务融资企业，无疑是受到冲

击最大的市场主体。其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是吸纳劳动力多、创

新活力很强的市场主体，对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在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受益于结构性调整生产经营积极向

好的情况下，小微、民营等企业仍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甚

至在融资环境趋紧背景下发生资金链断裂、债券违约。此次降准释

放的增量资金，或将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

型企业的资金来源，支持其发展。

关于此次降准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从流动性角度来看，当前稳

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没有变化，此次降准是两种流动性调节工具的替

代加上税期对冲，银行体系流动性总量基本没有变化，但定向调控

或有利于改善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流动性状况。从

利率走势来看，8月以来市场利率水平略有上行，由于存款准备金利率

（1.62%）低于当前MLF利率（3.30%），再加上增量资金的释放，将有

利于稳定市场利率预期，利好实体经济融资。从债券市场违约角度

来看，此次降准有利于实体经济融资、稳定市场预期，一定程度上可

能会缓解市场对信用风险加大的担忧。部分综合实力较强、具有先

进技术和良好管理的民营企业，在以前信用宽松、融资渠道较多的环

境下，普遍有过度扩张和盲目举债的倾向，致使资产负债率提高而偿

债能力并未同步提高，这种企业在面临去杠杆、限制非标融资背景下

短期资金链紧张，在降准支持实体经济融资背景下这类企业更可能

获得银行信贷支持，从而避免违约。但对于行业信用风险偏大且自

身竞争力较弱、经营不善的民企来说违约风险仍较大。7月央行窗口

指导银行增配中低等级信用债，但从市场反应来看对民企融资环境

改善不大，表明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违约事件频繁发生的背景下市

场的避险意识较高，因此虽然降准增量资金用以支持小微企业、民

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发展，但银行信贷不大可能流向违约风险较高

的行业和相关企业，债券市场违约仍将持续发生，公司治理不完善、

竞争力较弱的民营企业仍是主要信用风险爆发点。

年内第四次降准利好实体经济融资
可有限缓解债市信用风险

文 |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夏妍妍   马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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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土耳其爆发了严重的货币危机，本国货币大幅贬

值，市场恐慌情绪有所扩散，南非、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等国货币均

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加剧了市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风险的担忧。

土耳其危机是否会引发“蝴蝶效应”，导致新兴市场国家出现新一

轮的危机？

一、土耳其危机引发了新一轮新兴市场货币贬值 

在美国对土耳其采取包括将土耳其钢铝产品进口关税提高1倍、

铝及钢铁关税调整分别调为20%和50%等一系列制裁措施以后，土耳

其里拉于2018年8月10日开始加速贬值，仅上半个月贬值幅度就达30%

以上，全年累计贬值幅度更是超过70%，土耳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

创下了逾22%的历史新高，伊斯坦堡ISE股票指数则较年初下挫20%以

上，土耳其市场遭遇了股债汇“三杀”。

土耳其里拉大幅下跌使得市场恐慌情绪有所扩散，亚太股市集

体下挫，新兴市场货币也遭到重创，南非兰特、马来西亚林吉特、印

尼盾、俄罗斯卢布等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MSCI国际新兴市场货

币指数下跌至一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另一方面，土耳其危机也会引

发国际资金对新兴市场的担忧，抑或将将导致其它新兴市场国家不

确定性增大。

此次土耳其危机是否会引发“蝴蝶效应”，导致新兴市场国家

新一轮危机？我们通过对近几十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危机事件的回顾

和梳理，分析和研究了新兴市场国家爆发危机的共性及深层次原

因，并对当前全球14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进行横向对比，探寻这些国

家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以及这一轮新兴市场货币贬值带来的影响和

启发。

图2  MSCI新兴市场股票指数与国际新兴市场货币指数

图1  美元兑土耳其里拉汇率与土耳其10年期国债收益率走势图

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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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危机是否会引发新兴市场国家新一轮危机？
文 |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主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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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新兴市场国家危机传导途径 

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二、从危机中探索新兴市场国家的风险脉络和成因

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表现和风险传导途径

纵观二战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的历次危机，不论是上世纪80年代拉

美债务危机、还是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抑或是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

危机、2002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及2015——2016年资源型新兴市场国

家的金融危机，无一逃不出这样的定律：危机前大举借美元外债→FDI

大量流入→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经济泡沫（房价、股价上涨）→推

动“三高”(高外债、高赤字、高通货)→增强其经济脆弱性；而一旦外

部影响资金流向的重要因素发生变化，加之本国货币汇率机制缺乏弹

性，危机即由流动性风险引发，然后出现货币危机、债务危机到金融危

机和经济危机，各种危机的共振效应难以避免。 

从图3可见，在美元下行周期，低成本的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催生了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及房地产泡沫，同时国内信用大幅膨胀，外币债务也

持续上升。一旦美元走强或进入加息通道，新兴市场国家负债端成本

相对抬升、资产回报率被拉低、私人部门盈利能力变弱、对外杠杆率上

升，本国货币汇率加速下跌，外资大量流出并使得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及

房地产泡沫破裂，股债汇三大市场齐跌，外债偿付压力骤然增大，新兴

市场国家信用风险上升。因此，新兴市场国家危机一定是从外部因素的

变化所致，导致资金成本上升、流动性收紧然后传染到其信用最脆弱

的环节，即杠杆高且信用支点脆弱的国家和地区，木桶短板效应立即

显现，那些经济结构单一且结构失衡过于严重、外债占比高而外汇储备

余额又不高或下降幅度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总是首当其冲。

引发新兴市场国家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从以上危机表现来看，新兴市场经济体之所以受到美元涨跌和

美元加息的影响，还在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是本币与美元钉住的固定汇

率制度。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次新兴市场的危机都与美元的波动相

关，美元周期变化都会导致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外流和货币贬值了。

从图4可以大致看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经历了5次加息

周期，期间每一次加息终点都以某次危机为告终，如1983年开始的加息

是以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为告终，1994年的加息以亚洲金融危机的爆

发为告终。2015年12月以来，美元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加息通道，已经引

发了委内瑞拉、土耳其等新兴经济体爆发了不同程度的危机，巴西、阿

根廷、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也处在了危机边缘。

从根本上分析，无论是资源型新兴市场国家还是生产型新兴市场

国家，由于天然与经济发达体国家构成了全球产业发展中的“中心——

外围”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难有根本性的改变，加上其自身经济

结构和金融结构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不均衡发展，一旦外界因素的变动

过大，尤其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波动，自然成为这一“中

心——外围”经济模式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图5），最终必然带动

图4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元的加息周期

图5 “中心—外围”经济模式

数据来源：Wind，联合资信整理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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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通胀率 货币贬值幅度 FDI/GDP 外币债/GDP 经常账户余额/GDP 外汇储备/短期外债

土耳其 高 高 中 高 高 高

阿根廷 高 高 中低 中高 中高 高

南非 中 低 高 中 中高 中高

印度尼西亚 中低 中高 中 中高 中 中

巴西 中 高 中高 中 中低 低

巴基斯坦 中低 高 中低 中 中 中

马来西亚 低 低 高 高 低 中高

俄罗斯 中高 高 中 中 低 低

越南 低 中低 高 中高 低 中

墨西哥 中低 低 高 中 中 中低

泰国 低 低 高 中 低 中低

菲律宾 低 中高 中 中 低 低

印度 中低 中低 中低 中低 中低 低

中国 低 低 中低 中低 低 中低

表1  14个新兴市场国家预警指标表现1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相关市场的较大波动。

尽管生产型新兴市场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以加快国内经济增

长，但由于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制造业的产业布局都属于全球产业

链的中低端，都缺乏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在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下的大

发展，也带来大量的产能过剩行业，使得制造业在各国的占比大部分

呈下降趋势。

相反，在美元低估期间，由于产能过剩制造业的盈利能力逐步

减弱，在资本逐利的驱使下，大量外部流入资金转向金融和房地产市

场，不断推高和积聚了大量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截至2018年3月，除俄

罗斯和南非，其余新兴市场国家的房地产指数都超过一百，最高的印

图6  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外债/GDP占比

数据来源：EIU，联合资信整理

度高达176.34。

从信用洼地来看，外汇储备对外债覆盖程度不足或是外汇储备结

构不合理的国家和地区信用支点比较脆弱。一国货币危机的背后大多

都是债务危机。由于国内资金的短缺，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

拆借资金，以及大量举借美元或欧元外币债务以发展本国经济，使其

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债务水平尤其是外债水平居高不下。而与此同时，

外汇储备规模和外汇储备结构则不相匹配。据统计，新兴市场国家在

2008~2018年上半年的外债规模目前已经超过了10万亿美元，达到11.6万

亿美元，是十年前的两倍多。新兴市场面临日益增强的债务压力。从图

6可见，马来西亚外债/GDP比值高达69%，其次是土耳其、南非和越南，

分别为53.3%、44.7%和43.8%。

此外，从外汇储备水平和外汇储备结构来看，由于部分国家经常

账户常年赤字，来自经常项目的外汇占比较低，而外资资本流入部分占

主要部分，这也加大了其外部脆弱性。 

三、是否会引发新兴市场国家新一轮危机？

此轮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贬值会使危机升级吗？会像以往历次危

机那样，会产生一国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振吗？还有哪些新兴国

家会对外部冲击缺乏抵御能力？这应该也是目前国际投资者共同关注

的问题。我们通过以上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危机爆发的传导逻辑及深层

1 具体评价规则参见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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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经常账户余额/GDP

数据来源：IMF，联合资信整理

次原因的分析，在70多个新兴市场国家中筛选出14个国家作为样本，从

货币及外汇政策的有效性、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以及抵御外部冲击的

能力三个方面考察，选取了通胀率、汇率贬值幅度、FDI/GDP、外币债务

/GDP、经常账户余额/GDP以及外汇储备/短期外债等六个指标，分别对

14个新兴经济国家进行评价，结果如表1。

货币贬值，通胀上行，外债高企，重点关注阿根廷债务风险

2017年以来，阿根廷在18个月内实际有效汇率已经累计贬值

10.56%，在14个新兴市场国家中仅次于土耳其，2017年全年通胀水平已

经达到25.68%，在14个新兴市场国家中是最高的。由于阿根廷政府社

会保障和福利支出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政府支出始终大于收入，阿

根廷政府财政赤字高企，政府大量举债，特别是短期外债迅速累积，

外汇储备对短期外债覆盖能力下降明显，2017年外汇储备对短期外债的

覆盖能力下降至71.40%，是14个新兴市场国家中短期外债偿付能力最弱

的国家。同时，阿根廷经常账户赤字连续五年下降，基本无法靠进出口

实现创汇。综合来看，阿根廷国内货币和外汇政策缺乏有效性，外债高

企，国内宏观经济脆弱性明显。就当前来看，其主要风险点来自于高企

的外部债务，尽管目前阿根廷政府已向IMF寻求援助，但其本币贬值的

趋势仍然难以得到有效遏制，危机升级的可能性有所加大。

南非爆发危机可能性较高，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巴基斯坦脆弱性

表现不同

南非是为数不多的货币升值的新兴市场国家，但仅这一点并不能

提升其对外部风险的整体抵御能力。南非对外部依赖度较高，同时其

经常账户常年赤字，出口创汇能力低下，经济脆弱性明显。2017年南非

FDI占GDP比例达到43.08%，在新兴经济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对外部

融资依赖度较高；此外，南非外汇储备对短期外债的偿付能力也处在

较低水平，在新兴经济国家中并不具备优势；同时，经常账户常年赤

字，出口创汇能力较差。综合起来看，南非外部脆弱性较为明显，爆发

危机的可能性较高。

图7  阿根廷实际有效汇率变化及外汇储备对短期外债的保障程度

数据来源：IMF，联合资信整理

与南非相比，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巴基斯坦均表现出货币贬值的

趋势，并且贬值幅度较大，同时经常账户常年保持赤字状态，外部脆弱

性较为明显。但尽管如此，三国在外部脆弱性上也各有侧重。具体来

说，巴西经济对外部融资和外国投资依赖度较高，经济独立性较低，

经常账户常年赤字，更受到国际贸易形势影响；印度尼西亚则是在外

部债务上压力较大，特别是政府部门债务中外币债务占比较大；巴基

斯坦则是在货币及外汇政策方面效率低下，汇率贬值幅度较大，经常

账户常年赤字。

俄罗斯货币贬值压力较大，而马来西亚、墨西哥和越南外向型经

济体受外部影响可能性更大

俄罗斯、马来西亚、墨西哥和越南这四个新兴经济国家外部脆

弱性一般，危机爆发可能性中等，其中俄罗斯在货币政策方面承受更

大的压力。当前俄罗斯受美国制裁影响，与欧美国家关系均处在敏

感时期。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通胀上行，物价压力明显，俄罗斯卢布

今年以来实际有效汇率贬值近9.16%，但俄罗斯经常账户保持盈余状

态，依靠出口创造外汇，同时外债压力较小，外汇偿付能力较强。整

体来看，俄罗斯对外部风险具备一定的抵御能力，危机升级的可能性

处在中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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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墨西哥和越南均属于外向型经济，经济增长依赖

外部投资，在面临国际经贸变化时可能受到的波动更强，经济存在

一定的脆弱性。马来西亚由于其短期外债在外债中占比达到41%，

外汇储备对短期外债偿付能力较弱，在外部债务方面承受一定的压

力，存在短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经常账户

保持较大盈余，国内货币仍处在升值阶段，创汇能力较强。墨西哥

尽管近5年经常账户保持赤字状态，但其外汇储备较为充足，对外

债特别是短期外债的覆盖能力较高，债务压力较小。越南由于其低

廉的劳动力成本吸引了大量国际产业专业，其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外

商投资，2017年越南FDI占GDP比例高达57.90%，是新兴市场国家

FDI占比最高的国家。

菲律宾短期外债压力小，泰国经常账户保持高盈余，短期内表现稳定

在14个新兴经济国家中，菲律宾和泰国处在中低等级水平，说

明短期内其危机升级的可能性较小。菲律宾比索在今年以来遭遇

较大幅度贬值，实际有效汇率贬值幅度达到7.60%，存在一定的资

本外逃压力，受此影响，菲律宾外汇储备也存在一定的下滑压力。

但从菲律宾的经济和债务结构来看，菲律宾依靠2016年以前的经常

账户的大幅盈余累计了较为充足的外汇储备，2017年底外汇储备对

图10  菲律宾短期外债及其保障情况及泰国经常账户余额及外汇储备情况

图9  FDI/GDP及短期外债/外债总额（2017年）

数据来源：IMF，联合资信整理

数据来源：IMF，联合资信整理 

短期外债的覆盖能力达到570.32%，2018年一季度尽管外汇储备有

所下降，但其短期外债也明显下滑，外汇储备对短期外债仍具备较

强的偿还能力。

泰国自2014年实现经常账户盈余以来，盈余近年来逐年攀升，

2017年底泰国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例高达10.82%，是所有新兴经

济国家中表现最佳的。得益于此，泰国的外汇储备自2015年以来呈持

续上升之势。但与此同时，泰国经济增长对外资较为依赖，2017年FDI

相当于GDP的比值达到48.74%，经济外来依存度较高，但其外币债务

压力较小。

印度和中国是新兴市场中爆发危机可能性较低的国家

相比其他新兴经济体，印度和中国在货币政策、外汇储备和经

济独立性方面表现出来较高的水平，对其抵抗外部风险提供了良好

支撑。

印度卢比尽管在实际有效汇率上表现出小幅贬值，国内通胀面

临一定压力，但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印度经济表现出了较强的

独立性，对外部投资依赖度较小，同时外币债务较低，外汇储备对短

期外债偿付能力较强，整体来看对外部风险抵御能力仍然处在较高

水平，爆发风险的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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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币稳定，近18个月实际有效汇率显示人民币处在小幅升

值状态，且对外部投资依赖度较小，经常账户保持盈余，同时中国拥

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对外债偿付能力较强，在经济的独立性、货币和

外汇政策有效性以及外汇能力方面表现出了较强的能力。综合来看，

中国对外部风险抵御能力较强，爆发危机的可能性较低。

四、启示

第一，毫无疑问，目前新兴市场国家随着美元加息和走强，其不

确定的确有所上升。对于其中一些国家，货币危机之后转化为债务危

机的概率在提升，但这种共振的可能性总体不高。

第二，新兴市场货币急剧贬值对全球金融市场存在一定的负外

溢效应，但相对有限，短期内产生类似亚洲金融危机之类的金融风

暴的可能性不大。

第三，对于持有一些危机升级可能性较高的国家主权债券和贷

款的国际银行，加强其风险敞口的把控和提高相应的拨备计提水平

是有必要的，以防止可能出现的风险敞口的暴露。

第四，有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地理位置离欧盟很近，且在与欧盟经

济往来频率较高，如果一旦这些国家发生较大幅度的货币贬值或危机

转化，是否会波及欧盟一些比较脆弱的国家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国家 通胀率 货币贬值幅度 FDI/GDP 外币债务/GDP 经常账户余额/GDP 外汇储备/短期外债

土耳其 9.00 -11.72 21.20 50.18 -4.69 91.35

阿根廷 15.64 -10.56 12.21 32.33 -3.23 71.40

南非 5.56 0.75 43.08 21.73 -3.60 124.06

印度尼西亚 4.76 -7.24 24.46 34.80 -2.08 276.73

巴基斯坦 4.69 -13.78 14.05 28.60 -2.27 296.72

巴西 6.54 -9.85 37.79 24.19 -1.94 615.21

俄罗斯 7.71 -9.16 29.11 24.88 2.88 774.30

马来西亚 2.80 5.33 44.37 42.90 3.05 114.90

墨西哥 4.10 7.84 42.45 28.86 -2.02 329.62

越南 3.00 -2.17 57.90 39.45 3.13 260.77

菲律宾 2.57 -7.60 25.13 22.66 1.07 570.32

泰国 0.49 3.97 48.74 21.95 8.75 321.80

印度 4.78 -0.19 14.78 12.51 -1.33 422.72

中国 1.78 2.49 12.41 14.24 1.88 386.53

通胀率 货币贬值幅度 FDI/GDP 外币债务/GDP 经常账户余额/GDP 外汇储备/短期外债

高 ≧9% ﹤-9% ≧40% ≧40% ﹤-4% ﹤100%

中高 (7%,9%] [-9%,-6%) [30%,40%) [30%,40%) [-4%,-3%) [100%,200%)

中 (5%,7%] [-6%,-3%) [20%,30%) [20%,30%) [-3%,-2%) [200%,300%)

中低 (3%,5%] [-3%,0%) [10%,20%) [10%,20%) [-2%,-1%) [300%,400%)

低 (0%,3%] ≧0% ﹤10% ﹤10% ≧-1% ≧400%

附表2   各国数据表

附表1  预警指标表现评价标准

注：1、通胀率和经常账户余额占比均为近5年加权平均值；

      2、除巴基斯坦和越南外，其他国家汇率均为实际有效汇率，贬值幅度为近18个月涨跌幅；

      3、FDI/GDP和外汇储备/短期外债为2017年数据；

      4、外币债务/GDP中，中国、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为根据央行数据测算的总债务占比。

数据来源：World Bank、IMF、Wind、BIS以及各国央行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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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历史与现状

近几十年来美国曾多次发起贸易战，一般是在美国经济下行或行

业遭遇危机的情况下爆发，中国则在与美国的多次摩擦中反制力

度开始逐步增强

自1980年以来，美国已向全球多个经济体发动贸易战。从这

几次贸易战中可以看出，美国一般都是在经济下行或行业遭遇危

机的情况下发动贸易战：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使得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市场扩张速度趋缓也

使得各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出口，为争夺市场、扭转贸易逆差，美

国在80年代初相继对西欧国家和日本发动了贸易战；20世纪90年

代初，欧美多国经济增速下行，欧共体率先对美国发动了贸易战，

美国则予以回击；21世纪初，全球钢铁行业面临产能过剩问题，美

国国内钢铁企业也出现了经营困难，因此美国针对多国钢铁产品发

动了贸易战。从贸易战的结果来看，美国利用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对

贸易战对手展开多方位的打击，基本取得了其预想的结果，而其他

国家的反制力度则相对较弱。

从中美贸易战来看，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多次针对中国

知识产权问题发起调查，并威胁征收惩罚性关税，但最终是否启动制

裁程序主要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措施，大多数情况均以双方通过磋商谈

判、达成和解协议告终，执行制裁程序的情况较少。在中国加入WTO

之前，中国的反制手段相对单一，并在很多问题上做出了一定妥协和让

步，但随着中国加入WTO及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开始利用反倾销、反

补贴政策展开反制，力度也有所增强。

此次中美贸易摩擦经历了“交锋-升级-磋商-再升级”的过程，虽取

得了一定进展，但双方之间的分歧犹存，并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

自2018年3月美国向中国发起贸易战以来，中美双方经历了“交锋-

升级-磋商-再升级”的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3月下旬至

4月中旬，双方开启贸易战，并逐步扩大向对方加征关税的范围，推动贸

从信用角度看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深远影响
文 |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主权部

1 2018 年版负面清单保留的 48 条特别管理措施比 2017 年版的 63 条减少了 15 条。在制造业领域，汽车行业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在金融领域，

则取消了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 51%；此外，清单还对汽车、金融等领域列出了明确的对

外开放路线图和时间表。

易战逐步升级；第二阶段从5月初至6月初，双方相继在北京和华盛顿进

行了三轮磋商谈判，达成了一定共识，但分歧犹存；第三阶段从6月中旬

开始，美国再度挑起贸易战，中国予以回击，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

经贸成果同时失效，贸易战再度升级，并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从以上

进程可以看出，每次贸易战争端均由美国率先挑起，中国则予以坚决回

击，在谈判过程中虽有妥协，但仍坚持自身核心利益。

与历史上几次贸易战相比，此次中美贸易战呈现出以下新的特

点：一是涉及范围广、金额大，双方征收关税的范围扩展至农产品、钢

铁、汽车、高新技术产品等多个领域，总金额数以千亿美元，远超历史

上的任何一次贸易战；二是双方针锋相对，反制措施完全对等，中国每

次都在美国挑起争端后及时予以回击，且反击力度完全与美国对等，展

现出中国在综合国力强大之后在应对贸易争端时更有底气；三是贸易

战有向其他领域扩展的趋势，此次中美贸易战伴随着美国对中国高科

技领域的限制和制裁（“中兴事件”），且逐步开始扩展到投资等领域，

在贸易战的推动下中国也在6月底发布了新版“负面清单”1 ，大幅放宽

了竞争性领域对外商投资的限制。

二、美国贸易逆差及中美贸易摩擦成因分析

国内需求与产品供应偏离的经济发展现状是造成美国贸易赤字局

面的根本原因；当前美国贸易赤字水平处在历史稳健状态。从某种

意义来说，保持适度的贸易赤字是美国内需驱动经济发展过程的

必然选择。

观察美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一方面是内需驱动的经济发展模

式，国内民众对商品和服务需求巨大；另一方面，经历多次产业转移后，

美国产业发展逐步偏向于知识密集型产业，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

步势弱，这就导致出口优势偏向高端产品，内需长期寻求外部进口。国

内消费需求与生产供应错位是当前美国贸易赤字局面的根本原因。

以国内消费为引擎的增长模式，以及不断推进的消费升级过程，

导致美国国内消费存在广袤的贸易进口需求。2017年的数据显示美国个

宏观研究 Macro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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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88~2017年美国GDP构成（支出法）

数据来源：Wind

人消费支出占比已经接近70%，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度达到80%，国内

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起到长期稳定的拉动作用。

美国当前的贸易赤字水平仍处在历史平稳水平。产业发展路径

决定了美国服务贸易发达，服务贸易长期保持盈余状态；同时，国内

需求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使得商品贸易常年保持赤字状态；在国内需

求支撑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导致美国贸易账户常年保持赤字水

平。从历史长期数据来看，美国贸易账户总体保持在较为稳健的状

态。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经济逐步步入正轨。2010年~2017年

数据显示，美国服务贸易盈余平均水平约为GDP的1.4%，商品贸易

赤字平均水平约为GDP的-4.5%，而最终贸易赤字率长期稳定水平

约在GDP的-3.0%左右。与1990年~2006年数据相比，尽管商品贸易

赤字与服务贸易盈余均有小幅上升，但最终贸易赤字水平仍然保持

在GDP的-3.0%左右。这一对比表明，美国经济已经逐步恢复至危机

前的长期稳定状态，贸易赤字占GDP-3.0%左右的发展水平是与美国

经济长期潜在发展水平相适应的。2017年美国贸易赤字率约为GDP

的-2.95%，贸易赤字水平仍处在历史平稳水平附近。同时，贸易赤字

水平与经济增长两者的相关系数不足0.15，表现出了较低的相关性，

贸易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远谈不上威胁。

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波动性较小，经济结构

长期保持稳定，同时消费支出占比年均增长率不足0.2%，波动性较

小，国内需求基本达到长期稳定状态，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来自于国

内消费的长期稳定发挥。从当前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现状来看，

预计美国贸易账户将长期处在赤字水平，且长期稳健水平约为GDP

的-3.0%。贸易赤字水平对经济增长不构成威胁，反而有助于国内消

费的持续稳健增长，长期来看，贸易赤字是当前美国内需驱动经济发

展过程的必然选择。

特朗普宣称过去三十年间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使中国、墨西哥等

发展中国家迅速成长，夺走了美国的制造业与就业，但此种说法相当片

面。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获

得了巨额贸易利益，只不过这些利益较多的集中在跨国公司与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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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服务部门。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型跨国公司在全

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经济增长点持续建立

在对更高级别的产业发展上，比如，金融、互联网、保险、信息科技等服

务贸易领域，这些产业以知识密集为特征。而在传统制造业（劳动密集

型）上的投入则逐步减少，转而寻求低级产业的外部供应。

在这一产业转移路径发展下，美国经济增加值中，金融、保险，

房地产及租赁行业增加值占比逐年攀升，而传统制造业增加值则

呈现出下降趋势。2017年，金融、保险，房地产和租赁行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达到20.9%，而制造业行业增长值占GDP比重则下降至

11.6%。同时，在福布斯发布的2018年全球最具创新能力企业百强名

单中，美国包揽前7名，并占据榜单中51位；世界五百强企业中，美国

企业数目为132个，占比超过26%，企业利润占比超过42%；从1950年

至2016年期间，贸易自由化以及全球技术改善带来的贸易扩张为美

国经济产生约2.1万亿美元的收益，期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014美元，美国是自二战以来国际贸易扩张的重要受益者。

中美贸易摩擦是特朗普推行的美国复苏战略的一部分

首先，给中国商品的进口设置障碍有助于增强美国制造企业的

竞争优势，扭转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不断下降的长期走势。

在过去数十年全球化过程中，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金

融、互联网、保险、信息科技等知识密集行业发展迅速，而传统的制

造业在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下降，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传统制造业地

区的衰败。特朗普在竞选时承诺振兴制造业，而中国又是制造业大

国，抑制中国制造业的竞争不但可以使得美国制造业增加就业，而且

可以提高传统制造业地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

其次，贸易战有助于维持美元的全球地位。中国积极推动的一

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全球化计划在提升中国经济对于全球影响力的

同时也对美元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支配作用形成了潜在威胁。贸易

战也体现了美国希望在这方面对中国的进展形成抑制。

再次，贸易战也是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的需要。

图2  2008年~2017年中国和美国经济增长表现

数据来源：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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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放松管制，对外打压以中国为代表的在某些领域有一定竞争力

的国家，是特朗普政府确保美国高科技领域领先地位的两手措施。

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美国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占经济活动总量

的比例最高，在高科技制造业中，美国的全球产量占全球的29%，其

次是中国27%。但近几年中国在技术领域迅猛发展，在装备制造、

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与美国直接竞争的能力，在

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等尖端科技领域也呈现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态

势，中美国际分工开始从互补逐步走向竞争。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也是

希望对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形成一定的压制。

最后，贸易战还是美国普世价值输出与中国政体不相适应的结

果。二战以后，随着美国在全球影响力的不断上升，美国的普世价

值也在全球范围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并在原苏东事变后达到了顶

峰。但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迎来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但

并未全面接受美国的普世价值，美国普世价值的输出与中国政体的

不适应也是促使特朗普启动贸易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从信用角度看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贸易战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1. 特朗普贸易战引起的全球政经环境变化势必会增大中国未来经

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绩，人均GDP由385元提升至59660元，年均增速达到

9.5%；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也从1978年的3.0%

上升至当前的30%2左右，经济体量也跃升至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中国坚定走改革开放之路，但同时也是诸多

客观因素和历史机遇造就的。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就是美国因素。

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访华以及达成的《中美联合公报》为中国国际

关系打开了新的局面。随后不久，中国外交迎来了第三次建交高潮，

中美会谈之前，新中国的建交名单中，除了法国，基本都是亚非拉国

家；而在中美联合公报发布之后，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地位，同日

本、联邦德国等等发达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等等，可以说，此次建交

潮直接打通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联系，极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中美1979年正式建交，美国一直以来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影响不可忽视。竞争与合作是双方经贸发

展中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国际技术合作项

目的第二大合作国，双方合作项目金额约占中国全部国际合作项目

的20%；同时中国在美留学生梳理连续八年居第一位，占美国国际学

生总数的32.5%；90年代以来，美国对中国投资总量已经超过2400亿

美元，同时中国对美投资总额约为1100亿美元，仅2016年中美双边直

接投资额超过600亿美元。无论从贸易、投资、移民，还是技术、文化

交流，中美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相互交织，而这一过程并不是此消

彼长的相互消耗，中美双方，以及全球其他经济体也从中受益良多。

自特朗普启动贸易战以来，虽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国，但也涉

及包括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印度等众多国家。这些涉事国

家，一方面都宣布了针对美国的贸易报复措施，另一方面也尝试采取

一些协调行动，比如日本正积极加快推动美国退出之后的TPP谈判

进程，而欧盟则选择与日本签订了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值得注

意的是，这些其他涉事国家在推动协调行动的时候有意或无意地避

免与中国沟通，甚至对中国主动提出的倡议予以忽视。另一方面，7月

25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会谈过后，双方还

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已经同意“朝零关税、零非关税障碍、非汽

车工业产品零补贴的方向努力。从这些国家目前的行为来判断，如果

未来美国对于他们的态度有实质性的松动，他们选择与美国合作的

可能依然较大，共同建立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自由贸易协定的选

择还不能排除。同时，我们还注意到，“国家安全”的概念被特朗普

政府作为此次贸易战的出发点而一直强调。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的理

念显然没有被美国当局者接受。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在经济崛起的

路上，与美国的摩擦恐难以避免。美国已经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竞争

对手，而目前贸易战仅只是开始。未来10至20年之内，中美之间的摩

擦恐将长期存在。

综上所述，特朗普贸易战正在引起全球政经环境的巨变，而

对于中国来说，外部环境的变化也大大增加了未来长期经济增长

的不确定性。

2. 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短期来似乎不

太明显，但其边际效应对于长期奉行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发展将会可

能产生的影响值得关注

2001年，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实践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起

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至2007年，净出

口对于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一路走高，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也从2001

年的不足40%上升到2006年的63%。更为重要的是，在加入世贸组

织后，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供应链形成和完善，中国

得以顺利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但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外部需求大幅下降之后，中国

经济的发展模式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内需求逐步成为新的经

济增长引擎，对外部的依赖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中国贸易依存度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为通过汇率法计算的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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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从2006年的63％下降到2017年的33％，低于42％的世界平均水平。 

正是因为这种变化，中美贸易摩擦短期内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

接影响相对较小。根据包括联合在内的国内外多家机构测算，美国

对中国首批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的举措对于中国GDP增长

率的直接影响不会超过0.2个百分点；在追加2000加2000亿美元加

征10%关税后，对于中国GDP增长率的直接影响不会超过0.5个百分

点；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美国启动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加征45%关

税，对于中国GDP增长率的直接影响也不会超过两个百分点，应该

不会对中国经济造成致命后果。换而言之，如果只考虑贸易摩擦的

直接影响，中国依然可以维持较美、日和欧盟相对更高的经济增速，

逐步缩小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

虽然中美贸易摩擦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相对可控，但

其边际效应对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经济及其长期发展的影响却值得

给予重视。

首先，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延误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经过改革

开放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开始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升级的服

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提高，先进制造业发展迅速。应该说，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通过对西方当代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商业管理

经验学习和交流大幅度加快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脚步。而特朗普拟采

取的限制中国学习获得西方先进经验的各项措施，包括限制中国企

业并购美国企业获得先进技术，限制中国学生和学者赴美学习先进

科技课程，抵制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等都将有可能限制中国掌

握先进科技知识和管理经验的速度，延误中国成业升级的步伐。

其次，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给人民币造成比较大的贬值压力，从

而影响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预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各类生产要

素价格优势的逐步消散导致了中国的商品出口增速出现了下降，甚至

出现负增长，而服务贸易的进口则因出国旅游而大幅度增长，从而导

致了贸易总盈余增幅的显著下降。

在中国贸易盈余增速逐步下降的总体形势下，对美贸易盈余构

成中国贸易整体保持盈余的重要原因。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

中美商品贸易顺差是2758亿美元，减去约440亿美元的服务贸易逆

差，对美贸易总顺差超过2200亿美元，远超2017年1830亿美元的贸易

总盈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对美贸易的盈余，中国全球贸易将存在

赤字。而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升级的威胁也给人民币带来了较大的

贬值压力。

从图3可以看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人民币出现了明显

的贬值，4月初至7月22日止，人民币已经贬值超过8%。未来，如果美

国再增加对2000亿美元，甚至4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不排

除人民币进一步贬值的可能。而一旦人民币贬值趋势长期存在，则

会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再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将导致对中国资本市场的波动。从

市场的反应分析，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可能成为影响今年中国资本

市场重要变量。中国股市受市场情绪影响，波动加剧，但继续下跌的

空间有限。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一定程度上影响短期市场情绪和风险

偏好。中美贸易战期间，上证综指在经历了两次明显下滑；一次是在

3月23日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启当天，另一次是在6月15日美国再度挑起

贸易战之后，且6月中以来A股波动加剧，截至6月22日沪深市值蒸发

70642亿人民币，已经令市场投资者遭受了较大损失。如果美国于8月

下旬追加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涉及的中国产业将扩大至

纺织品、服装、玩具、家具等对美出口量更大的行业，可能引起股市

内这些板块的进一步下跌。从而导致股市的继续下行，令更多资金退

出股市。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也推动了市场风险偏好的转向，市场资

金趋向流入避险资产，债市得到一定程度的提振。2018年3月底中美

贸易摩擦爆发以来，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呈现下行，7月2日，

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了14个月以来的最低点3.47%。从基本面因素

看，在去杠杆、紧信用的政策环境之下，今年五月新增社融大幅降至

7608亿元，下半年经济下行风险上升，风险偏好下降，基本面对债市

的支撑逐渐增强，尤其是对国债、国开债等具有避险功能的利率债

形成明显利好。

资金从股市退出而转向债市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降

杠杆的努力出现了反向而行的走势。

最后，贸易战可能对中国政府目前正在推进的降杠杆、紧信用

政策造成干扰，内外风险有可能叠加，推升中国的整体信用风险。为

了应对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政府于2009年启动了“四万亿”计划以

避免经济陷入衰退。此后，中国各部门的负债一路走高，信用呈现加

速扩张的态势。从2008年底至2016年底，国家的总负债率从141.3%上

升至255.3%，远高于新兴市场国家183.2%的平均水平。其中，政府部

门的负债率从20.1%增长到44.5%，居民部门负债率从17.9%到44.4%，

企业部门负债率从98.3%升至183.2%；而企业部门的负债率不仅超过

了一般新兴国家的水平，也超过了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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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8年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走势

数据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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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经济生产的角度分析，2009年后，中国信用扩张带来的资

金投入与劳动力增量占比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方向出现了相悖而

行的态势，且幅度越来越大。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我国人口红利至

2012年到达顶峰后开始出现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自2008年达到顶

峰后也呈现下降走势，且在2012年后出现了加速下滑的趋势。信用扩

张与其他生产要素相悖而行的历程使得信用扩张的支持力量不断下

降，总体信用风险大幅度升高。在具体经济活动中的体现就是：一方

面经济的发展极度依赖信用的扩张；另一方面资金的使用效率不断

下降，资金的投入和经济的产出比例不断下滑。

正是体察到这种依赖信用扩张维持经济增速的模式不可持续，中

国政府提出了降杠杆的政策主张，采取的相应措施，企业部门首次出

现了负债率下降，从2016年3月末的高点166.3%降至2017年末的160.3%。

而如果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为了应对经济增速快速下降的压

力，中国政府很可能不得不减缓甚至终止降杠杆的努力，内外风险有

可能形成叠加。从更深的层次分析，贸易战的爆发还会加速全要素生

产率的下跌速度，因为贸易战对于全要素生产率三个因素中的科技进

步和规模效应的冲击无法避免，特别是如果美欧日如果最终与部分国

家达成自贸协定，中国经济的规模效应优势将受到很大的挤压。

贸易战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

1. 贸易战升级可能短期内表现出推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迹象，

但不会构成实质性障碍

因为美国自身的经济规模较大，且出口和对外依赖度也均低于

中国，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小于中国。长期来看，如果相关产业

能够完成回归，对美国的经济增长还有可能起到促进作用。但即便如

此，如果贸易战全面升级，中短期内仍将拖累美国经济的增长幅度。

根据我们的模拟测算，在美国对华产品全面征收45%关税、净出口大

幅下滑的情形下，2019年美国GDP增速将出现0.1%下滑；即便之后美

国GDP重回增长轨道，到2022年的五年内，其平均GDP增速（1.8%）

也将低于无贸易摩擦。

另一方面，大量中国进口商品价格上涨令美国居民的生活成本

上升，消费水平、投资及政府支出将受到制约，失业率将大幅上升。

根据欧洲央行的经济模拟推算显示，若美国对所有进口产品加征

10%的关税及其贸易伙伴国以同等手段进行报复，一年之后美国的

GDP与不加征关税的情况相比将下降2.5%。

2. 贸易战升级短期内将会影响美国跨国企业的利润水平，但国内减

税势必会导致美国资本和企业的回流

经过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美国企业，特别是跨国企业对于全

球供应链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升高。相当部分美国跨国企业都在中

国设立了生产和研发基地，对华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将直接影响这些

企业的销售和利润水平。即使对于那些未在中国设立生产和研发基

地的企业而言，也普遍存在着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即使这些企业

能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觅得替代供应商也往往意味着更高的采购

成本，因此，其利润水平也将同样受到影响。自特朗普启动贸易战以

来，美国股市也出现了多次下跌，且时机与中国股市的下跌时间点基

本同步，体现了贸易战无法摆脱双输局面的固有特征。

应该也是察觉的这种可能，在首批加征关税后仅一天时间，美

国贸易代表处宣布，被中国进口产品的美国企业可以有90天的时间向

美国政府申请有效期一年的关税豁免。目的就是在于避免相关美国

企业因中美贸易战而受到的损失过大，而把打击的目标尽量对准中国

企业。但这也将使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所降低。

3. 企业减税但个人税并没有减少，贸易战也势必会使美国的信用风

险不确定性将所有上升

考察美国的国家总体负债率可以发现，自次贷危机发生起，在

经历了短暂的小幅上升后，美国总体负债水平稳定在了250%左右的

水平，与此前2001年开始的负债水平快速上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

体分析各部门的情况，政府部门的负债出现了较大的上升，从次贷前

的70%左右上升至目前的接近100%；居民部门的负债水平出现了显著

下降，从接近100%的水平降至目前的低于80%；企业部门的负债则在

经历了一段时间的下降后有所反弹，目前基本与次贷以前水平相当。

上述的变化清楚表明，次贷危机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量化宽松

政策在推升了政府部门负债水平的同时，帮助居民部门有效降低了负

债水平，从而稳定了国内消费，拉动经济维持稳定增长。

但特朗普上台后所推动的一系列政策，已经对美国政府部门的

负债水平形成潜在的威胁：例如，他所推动通过的减税计划，在实现

了个人增收、企业盈利增加，从而有利于增强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

力的同时，短期内料将加大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再叠加上他所推动

的大规模基建计划，已经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水平存在着中短期

内出现快速上升的可能。

如果贸易战全面爆发，美国目前经济强劲增长、失业率极低、通

货膨胀率维持稳定温和的局面大概率发生变化，经济增速有可能出

现下降，通货膨胀率有可能出现突破警戒线的情况，而失业率也可能

上升。这些可能的变化，一方面也许有助于降低美国经济增长过热的

潜在风险，另一方面也可能侵蚀税基，加剧原来可能出现的政府债务

水平上升，提升美国的信用风险。

贸易战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

1.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主要针对中国，但战火范围不断扩大，波及众

多经济体，引发全球反制，无论是发达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的外部不

确定性增强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并非仅仅针中国，还涵盖了全球其它主要

经济体，但美国在对待加拿大、欧盟、日本等传统盟友的态度上却

宏观研究 Macroeconom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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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待中国截然不同。美国在3月初对进口钢铁和铝加征关税时给

予了包括欧盟、加拿大、墨西哥、阿根廷、巴西、澳大利亚、韩国在

内诸多国家暂时性豁免权，但并不包括中国。美国从这些国家进口

的钢材占到其钢材进口总量的一半以上（见图1），然而从中国进口

的钢材占比却不足2%。

但其他国家的豁免也仅是暂时的，若获取永久豁免权需要与美

国开展谈判，接受美国设定的出口配额，或在NAFTA谈判中有所让

步。目前仅有巴西、阿根廷和韩国在接受了美国较为苛刻的条件后达

成了协议，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谈判均以失败告终，美国于6月1日起对

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家也开始加征钢铝产品关税。

面对美国的制裁，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展开正面交锋，出台了

一系列反制措施。墨西哥从6月6日起向自美国进口的钢铁、农产品

和威士忌酒等近3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15-25%的关税。印度6月21日

决定对农产品和钢铁制品等29种美国进口产品提高关税，其中28

项关税立即生效，盐水虾关税将从8月4日起生效。6月22日，欧盟对

美国加征关税的实施条例生效，欧盟首先对总值28亿欧元的美国

产品加征关税；随后三年欧盟将视在世贸组织的申诉情况对其余

总值36亿欧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加拿大从7月1日起对约126亿

美元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对钢铝产品分别加征25%和10%

关税。此外，俄罗斯、日本等国也考虑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或征收

报复性关税。

2. 美国着手起草《美国公平与互惠关税法案》，国际贸易可能将进

一步陷入混乱

在中美贸易谈判迟迟没有进展的同时，中美均将对方诉讼至

WTO，寻求利用多边贸易体制解决。3月23日美国向WTO发起针对

中国的申诉，称中国政府有关技术许可条件的措施不符合《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4月4日和4月5日，中国将美方301征

税措施和232征税措施诉诸WTO，认为美国违反WTO的最惠国待

遇原则，提起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争端解决程序；随后中美双方贸

易代表在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多次针锋相对。同时，欧盟、日

本、俄罗斯等国也纷纷正式向WTO提请磋商解决贸易争端，要求

与美国就进口钢铝产品征收高额关税一事，在WTO贸易争端解决

机制下进行磋商。

由于美国在现WTO框架和谈判中并不占据优势，并且WTO争

端解决机制过程较为漫长，特朗普多次声称希望美国退出WTO，

并已经着手开始拟定《美国公平与互惠关税法案》。虽然目前美国

并没有公然宣布退出WTO，但一旦《美国公平与互惠关税法案》落

地，将允许美国政府无视WTO准则，单方面提高关税而不需要经过

国会的批准，变相架空WTO组织，实行特朗普擅长的双边直接对

话。特朗普以威胁“退群”向WTO施压，WTO的多边协调沟通和上

诉机制面临巨大考验，全球贸易体系正在开始动摇，国际贸易有可

能进一步陷入混乱之中。

3. 主要经济体均陷入贸易战，对全球产业链和经济前景构成潜在

威胁，全球消费者信心指数下滑，国债收益率走高

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贸易战中，仅处于主战场的中美两国，

2017年经济体量就已经达到全球的39.3%，商品出口额占到全球贸

易的21.8%。再加上与美国贸易冲突逐渐升级的欧盟、加拿大、墨

西哥和印度，2017年经济体量总和超过54.1万亿美元，接近全球

GDP的68%，商品出口总和占全球贸易额的62%。如果贸易战全面

升级，难免对全球产业链形成严重冲击，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将不可

避免受到影响。

由于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并范围不断扩大波及众多经济体，将

打乱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给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了不良的

预期和影响，严重破坏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局势，甚至导致全球经济衰

退。2018年5月，经合组织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18年全球经

济增长率为3.8%，比3月数据下调0.1个百分点，其中将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列为拖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风险因素之一。若贸易战广度和深度

持续升级，则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将进一步放缓。

从2018年年初贸易战集中爆发以来，在全球进入经济复苏周期

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消费者信心指数却增速放缓，在贸易战最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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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贸易战主要涉及国GDP和商品出口额占全球比重

数据来源：IMF

图5  全球主要经济体消费者信心指数环比变动

数据来源：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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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4月和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甚至出现大幅度下滑，显示出消费者对

于未来经济前景的担忧。

另一方面，中美贸易战推动了市场风险偏好的转向，市场

资金急速流入避险资产，全球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下降。

4. 或将加大新兴国家金融市场的波动

进入2018年后，随着美联储加息进程加快，美元走强，新兴国家

普遍面临资金流出压力，部分外部实力较弱的国家出现了货币大幅度

贬值、通货膨胀率上升、经济增速下滑、金融市场动荡的局面。

其中，阿根廷和土耳其的外部风险尤为令投资者担忧，其本币

对美元的汇率本年以来已经分别下跌了46.83%和26.59%。阿根廷已

经向IMF申请了500亿美元的援助以避免国际债务违约和本币的进一

步贬值。

随着本币的贬值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巴西在

内的部分新兴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开始上升，其中土耳其的通货膨胀率

从年初的10%左右上升至年中的15%以上，阿根廷从年初的25%左右上

升至年中的接近30%。另外，巴西的通货膨胀率也出现了上升的趋势。

对于大部分的新兴国家来说，与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在其贸易总

额中占有重要位置，中国和美国经济的起伏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难以

忽略。自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以来，很多新兴国家的对华

出口都出现了明显下滑。如果贸易战全面展开，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

将出现下降，这对于已经处于不利经济增长环境的新兴国家将形成冲

击，其金融市场的动荡恐将进一步加剧。

5. 或会将全球信用扩张水平推至新的高度，使得全球信用风险继

续走高

自美国次贷危机发生以来，为了避免经济萎缩，欧美均实施了

多轮量化宽松政策，日本在2010年安倍晋三当选总理后，也加码了于

2001年就开始的资产购买计划。在这个过程中，各国央行除了通过购

买资产向市场注资外，还将基准利率压低至零或负利率的水平，从而

导致全球负债水平大幅度升高。

根据IMF的数据，至2016年底，全球债务的总水平达到创纪录的

164万亿美元，与全球GDP的比值达到了225%，较2009年的历史第二

高位上升了12个百分点。全球的信用风险已经处于较高状态。在欧美

经济复苏较为强劲，开始加息缩表，开始降低杠杆，以及中国启动供

应侧改革并同样开始降杠杆的努力时，贸易战有可能使得主要经济体

的降低杠杆努力停滞甚至逆转，从而导致全球信用重回扩展轨道，推

升全球信用风险。

四、结论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为了避免经济萎缩，欧盟和美国实施了多

轮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则于2009年出台了4万亿计划；日本在2010年安

倍晋三当选总理后，加码了于2001年就开始的资产购买计划。同时欧

盟、美国和日本还将基准利率压低至零或负利率的水平，因此导致了

全球信用水平的迅速上升。2016年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欧美先

后开始收紧信用，中国也启动了降杠杆的进程，全球信用风险刚刚出

现小幅的降低倾向，特朗普政府却启动了主要针对中国的贸易战。一

旦开打，不仅主要对象中国和部分其他新兴国家的信用水平有可能重

回扩张轨道，美国自身信用水平的不确定性也将上升，并共同推升全

球信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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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兑印度卢比 美元兑土耳其里拉 美元兑阿根廷比索 美元兑南非兰特 美元兑巴西雷亚尔 美元兑俄罗斯卢布

2018/01/10 63.83 3.76 18.72 12.38 3.25 57.05

2018/07/24 69.05 4.76 27.49 13.47 3.75 63.20

本币跌幅 8.19% 26.59% 46.83% 8.78% 15.38% 10.78%

国家 对华贸易占比 对美贸易占比 合计

阿根廷 13.28% 9.70% 22.98%

巴西 20.30% 14.18% 34.48%

印度 11.43% 9.49% 20.93%

俄罗斯 14.86% 3.98% 18.84%

南非 13.95% 7.07% 21.01%

土耳其 6.73% 5.27% 12.00%

表1  部分新兴国家2018年来汇率变化

表2  部分新兴国家对中美贸易占比

数据来源：Wind

数据来源：Wind

图6  全球主要经济体10年期国债到期收益率走势

数据来源：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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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总体平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延续放缓

态势；汽车市场低速增长，其中SUV销量增速明显回落，货车市场增长

态势良好但面临一定库存压力，新能源汽车延续高速增长。期内新出

台的政策主要围绕环保治理、新能源补贴、进口关税调整等方面。受制

于外部竞争加剧、新能源补贴退坡、上游成本上涨、利息支出加大等因

素，汽车制造企业利润增速有所回落，低于同期主营业务收入增速。

业内发行人新发债券规模同比有较大幅度增长，在市场信用风

险显现、资金面紧张、监管力度加强、风险溢价的大环境下，部分新

发债券配套了回售选择权、担保增信和事先约束条款等。

SUV经历了消费释放的爆发性增长，增速明显回落，且低价产品

面临严峻竞争，需关注相关企业的产品布局决策、产品储备及推新节

奏；调控政策及政府专项治理将对房地产投资的增长形成制约，现阶

段较高的库存将成为下半年商用车市场的压力；中美贸易战持续，相

关的整车厂商、品牌经销商以及潜在消费者对关税加征政策的应对

方式仍有待关注。

一、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国内经济总体平稳，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延续放缓态势

201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运行平稳；GDP增长6.8%，其中二季度

增长6.7%。受基建投资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2018年1～6月，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不含农户）297316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6.0%，较上年同期回落2.6个百分点，增速延续下行态势。

2018年下半年，在加强政府性债务风险管控的背景下，地方专项

债的发行和使用有望在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领域发挥逆周期调节经济

的重要作用。

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积极的财政赤字政策不变。受资

管新规落地约束财政投资模式、债务风险控制、PPP项目清库等影响，

1～6月，财政支出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2.8个百分点。随着后续经济下

2018年上半年汽车制造行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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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压力凸显，同时从政治局会议强调“稳定内需”、6月地方新增发债

速度加快等迹象来看，后半年财政支出增速存在上升空间。除此之

外，中国继续通过减税降费减轻相关市场主体负担。

2018年上半年，在央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调控下，M1和M2增

速持续放缓，社融增速显著回落；市场资金面呈紧平衡状态。6月底召

开的货币政策二季度例会指出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引导货币信贷及

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但同时会议也重新强调了继续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打好防化金融风险攻坚战的要求。

展望未来，政策逐步从“去杠杆”转向“稳杠杆”，货币政策将以

结构性调整为主，进一步加强预调微调和预期管理，保持流动性合理

充裕，仍有降准空间。另外，在中美贸易战影响下，中国出口或承受一

定压力，一定程度上加重下半年的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在此背景下，

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二、行业政策与关注

2018年以来，外部经济和政策环境对汽车市场走势的影响仍较

为显著。一方面，2017年出台的针对新能源汽车、能耗管理、汽车经销

等领域的政策影响仍将延续；另一方面，2018年上半年陆续出台了针

对环保治理、新能源补贴、进口关税下调等多项政策，公布了汽车合

资企业股比放开的时间表，对目前乃至今后的市场竞争格局均有影

响。另需关注的是，中美贸易战持续，其项下的关税加征政策对整车

厂商、品牌经销商以及潜在消费者的影响尚不能完全确定，各方对该

政策的应对方式仍有待关注。2018年上半年汽车行业出台主要政策的

概述与分析见下页表1。

三、行业运行分析

2018年上半年运行概况

2018年上半年，中国汽车完成销量1406.30万辆1，同比增长

5.31%，相比上年同期增速（增速为4.28%）略有提升。其中，乘用车销

1  本文中的各期累计销量为 Wind 所披露单月销量的加总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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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概述 政策影响

汽车整车和零部件关税下调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的公告》于2018年

5月22日颁布，自7月1日起实施，将汽车整车税率为25%的135个税号和税率为20%

的4个税号的税率降至15%，将汽车零部件税率分别为8%、10%、15%、20%、25%

的共79个税号的税率降至6%。

目前中国仍处于“贸易战”中，但降低汽车关税也是长远规划之一。一方面，有利

于降低汽车进口壁垒，引入更多有竞争力的海外车型；另一方面，进口车关税

下降，对国内品牌、尤其是中高端品牌形成了竞争压力。

对于经销商，关税下降使其购车成本下调，将有更多利润空间用于市场拓展

和加大优惠力度。

对于消费者，由于终端价格的影响因素多种，除关税外，未来国家是否对包

括国产车在内的新车税收做出调整，也是影响终端车价的重要因素。同时，

进口车中的大排量汽车占一定比重，由于排量在4L以上的进口车消费税率可

达40%，市场可能出现排量越大、关税对车价影响越小的情况，购买相对小

排量进口车的红利更明显。

对原产于美国的500亿美元进

口商品加征关税

2018年6月16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

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

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

公告。

2018年8月8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约160亿美元进口

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宣布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清单二的商品，自2018年8月23日

12时01分起实施加征关税。

该政策是对美国政府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加征关税商品清单》的回

应，该《清单》显示美国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

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2018年8

月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16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征税清单，自8月

23日开始实施。

该政策对各品牌在美国本土的整车及零部件业务乃至投资均带来一定负面

影响；对于美国本土生产的进口汽车的潜在消费者，关税上调可能带来价

格上涨的压力，进而导致其观望态度和消费调整。而对于自主品牌汽车和

非美产地进口汽车厂商，该政策可能为其带来潜在的市场机遇。

新能源补贴出台新政

2018年2月，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方案，并将于6月12日起正式实

施，新政提出：纯电动汽车续航里程低于150公里的车型将不再享有补贴；而续航里程在

150-300公里的车型补贴则下调约20%-50%不等；续航里程300-400公里及400公里以

上车型，补贴分别上调2%-14%不等。

新能源补贴新方案提高了对电池续航里程的要求，倒逼厂商对技术全面升

级。短期内看，受制于目前的电池技术，高续航里程需要更多数量的电池，

即需要更多空间容纳电池，对小型新能源汽车的政策鼓励有限。

取消蓝牌货车从业资格证和

营运证

2018年5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从2018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取消4.5吨

及以下普通货运从业资格证和车辆营运证。
对蓝牌货车从业资格证和营运证的取消，有助于轻型货车市场的增长。

汽车合资企业股比放开时间

表初定

2018年4月，国家发改委官网在“就制定新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及制造业开放问题

答记者问”中公布，汽车行业将分类型实行过渡期开放，同年6月28日，

国家发改委颁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该负面

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放宽外资市场准入，自

同年7月28日起施行，其中包括“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外资股

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

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国家发改委发布新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意味着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外资股

比限制将正式取消，为外商独资或控股新能源车企创造了条件，也将进一

步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充分竞争，对国内自主品牌产生较大压力；但另一方

面，凭借之前年度“新能源补贴”对业务和研发的支持，国内自主品牌在纯

电动车领域仍积累了一定研发和市场经验，未来的竞争将倒逼本土新能源

车企提升效率、增强竞争优势。

相对新能源汽车和商用车，外资股比和合资数量限制的放开对乘用车企业

的影响更明显。但考虑到经过多年合资模式，中外双方股东凭借各自在研

发和本地化方面的优势形成了稳定的合作，且合资合同到期仍有很长时间

（2030年左右），市场格局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有望保持稳定。

表1  2018年上半年汽车行业出台的主要政策概述及影响

数据来源：联合资信整理

量1177.82万辆，同比增长4.67%，增速同比提升2.53个百分点；商用车

销量228.48万辆，同比增长8.75%，增速同比回落8.71个百分点，商用车

在2017年呈现了强劲的增长，2018年除2月份销量同比回调外，其余月

份均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尽管新能源补贴退坡以及监管趋严的政

策环境对相关企业的盈利和回款形成一定压力，新能源汽车市场仍

维持了高速增长，上半年销量达40.89万辆，同比增长112.12%（纯电动

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销量同比分别增长94.74%和187.71%）。

分季度看，汽车市场在前两个季度分别完成销量718.31万辆和

687.99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59%和8.31%；乘用车和商用车的增长态

势趋同，一季度均为低速增长，二季度增速明显提升且超过上年同

期，尤其乘用车市场扭转了上年二季度同比回落的态势，而商用车市

场创下2015年以来的单季销量峰值。

期间
汽车 乘用车 商用车

17年单季同比 18年单季同比 18年单季销量 17年单季同比 18年单季同比 18年单季销量 17年单季同比 18年单季同比 18年单季销量

一季度 7.37 2.59 718.31 5.05 2.57 610.02 22.59 2.69 108.28

二季度 1.07 8.31 687.99 -0.95 7.02 567.80 12.70 14.85 120.20

三季度 5.85 -- -- 4.02 -- -- 18.51 -- --

四季度 0.87 -- -- -0.15 -- -- 8.36 -- --

累计 3.59 5.31 1406.30 1.86 4.67 1177.82 15.10 8.75 228.48

表2  2017～2018年中国汽车市场细分品种下的各季度销量及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Wind-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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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纯电动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 合计

同比 销量 同比 销量 同比 18年单季同比

2017H1 15.98 57.38 3.40 5.56 19.28 13.58 

2018H1 31.12 94.74 9.77 187.71 40.89 112.12 

表3  2017/2018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销量及同比变动情况（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汽车经销商库存指数在全年呈现“前高后低”态势。2018年上半

年，汽车经销商库存指数呈波动上升，但前6个月库存指数均值仍是低

于上年同期。其中，1～4月始终低于上年同期，5月持平，后由于合资、

进口汽车指数增长的带动，6月超过上年同期达到1.93的高点（2015、

2016、2017年6月分别为1.68、1.55和1.75），可能与7月降低关税预期的

影响相关，部分消费者持观望态度。

2018年以来，汽车库存量波动上升，由1月底的122.10万辆升至6

月底的136.30万辆。其中，乘用车库存在历史年度（整年）呈现“两头

低、中间高”态势，2018年1～3月库存均保持在90万辆或以下，4～6月

逐步攀升，6月达到113.20万辆的峰值；相比上年，2～5月库存量始终低

于上年同期水平，6月库存量同比略增。商用车库存受到下游行业景气

度、经济和政策环境的影响较大而具有一定不确定性，2016年以来受

景气度回升影响，全年库存量跟随下游开工时点而呈现“两头高、中

间低”态势，年初库存达31.50万辆，6月底已降至23.10万辆，但相比往

年，2018年商用车库存水平处于相对高点。

新能源市场依旧向好，混动汽车启动高速发展

2018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延续上年三季度以来的高速增

长，完成销量40.89万辆，且自主品牌在新能源乘用车市场份额上延

续了先前的优势，领先于合资品牌。

从能源结构看，纯电动汽车销量同比增长94.74%至31.12万辆，增

速较上年同期上升37.36个百分点，一定程度源于6月12日之后“补贴政

策进一步退坡”引起的下游客户“抢装潮”；插电式混动汽车销量同比

增长187.71%至9.77万辆，由于之前市场基数较低、增速徘徊，近期在

双积分政策的驱动下，传统汽车节油需求提升成为混动汽车增长的动

力，且纯电动车短期内存在的充电设施不足、续航里程局限、恶劣天气

下电池性能不稳等情况也为其发展提供机遇，但考虑到混动市场仍存

在规模偏小、外资技术较自主技术更趋成熟、与氢能源动力形成竞争

等不利因素，短期内的市场波动仍不可避免。从用途看，新能源乘用

车、商用车销量的同比增幅均在70%以上，但市场规模差异仍较大，新

能源商用车市场规模尚小，主要为新能源客车和部分专用车。

2018年是新能源汽车增长动力从限购和补贴政策推动转向市

场拉动的转型年，补贴新政将“提高技术门槛要求”作为第一要义，

一方面补贴逐渐向乘用车（尤其是长续航里程的乘用车）倾斜，而弱

化了对客车和专用车的补贴；另一方面政策明确提出要鼓励高能量

密度、低能耗车型应用，将补贴资金显著倾斜于更高技术水平的车

型。这表明，在经历了萌芽、起步、规模推广之后，新能源汽车发展

已进入了提质换挡期，且新能源汽车汽车合资股比已经放开，均将

倒逼自主品牌在研发、效率、市场竞争力方面进一步提升。

 

乘用车市场增速企稳，轿车稳步提升，SUV增速回落

2018年上半年，中国市场乘用车销量同比增长4.67%，相比上年

同期的低位增速有所企稳。其中，一季度销量同比小幅增长，主要由

于SUV市场的支撑；二季度销量增速进一步攀升，主要源于轿车市

场的贡献，而SUV市场增速则降至10%以下，6月销量已低于上年同

期，也是乘用车市场4月以来销量逐步削减的重要原因。

分车型看，规模最大的轿车市场同比增长5.46%，自2016年以

来首度实现上半年正增长，其中1～1.6升排量车型同比基本持平， 

1.6～2升排量车型增长良好；而受低价竞争加剧以及油价攀升等因

素影响，SUV增速进一步下滑，1～1.6升排量车型仍有良好增长，中

大排量车型销售承压；规模较小的MPV和交叉型车处于升级过渡阶

段，且低端车型下滑较大，两者销量延续下滑态势。分排量看，国内

图1  近年来中国汽车经销商库存指数 图2  近年来中国汽车库存情况（单位：万辆）

资料来源：Wind-中国汽车流通协会 资料来源：Wind-根据新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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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的乘用车中，受轿车市场上年“低基数因素”以及SUV市场增速

回落的影响，1.6升（含）以下排量车型同比回升，1.6～2升排量车型持

续增长但增速回落，2升以上排量车型规模小、波动大。分国别看，

自主品牌销售510.91万辆，同比增长3.43%，市场份额为43.39%，同比

下降0.51个百分点；德、日、美、韩、法系份额分别为21.00%、17.76%、

10.69%、4.69%和1.67%，美系同比有所下降，法系同比持平，其他品

牌呈小幅增长，韩系增速居前。

整体看，乘用车市场具有一定消费基础和消费韧性，2018年上

半年，市场增速自底部企稳回升，前度“购置税优惠政策”的退出对

小排量车的影响逐步减弱，轿车尤其是中大排量轿车增速提升；由于

低价产品竞争以及油价上涨压力，SUV市场增速则处下行区间，边

缘品牌发展空间承压。对关税下降及贸易战的预期使得部分消费者

于年中持观望态度，下半年产品投放、结构调整将成为行业竞争的重

要因素。值得关注的是，自主品牌对SUV产品具有一定依赖，SUV增

速下滑、竞争加剧使得自主品牌压力凸显。

商用车市场销量和库存保持相对高位

2018年上半年，商用车销量同比增长8.75%，相比上年同期的快

速增长有所回落，一季度销量同比缓慢增长，二季度增速快速提升

至14.85%；外部环境看，同期，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5.55亿元，同比

增长9.7%（增速较1～3月有所回落，较上年同期有所加快），但考虑到

地产调控力度持续、调控范围扩张，以及住建部会同其他部委于下

半年启动北上广等热点城市在内的30个城市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的

期间
客车 货车

大型 中型 轻型 非完整车辆 小计 重型 中型 轻型 微型 半挂牵引车 非完整车辆 小计

2017H1 2.74 2.04 14.93 2.33 22.04 11.51 8.23 80.53 32.75 31.99 23.05 188.06 

同比 -18.33 -38.69 -5.68 -22.92 -13.68 49.10 44.01 8.47 6.39 91.88 26.59 22.64 

2018H1 3.46 2.76 14.86 1.58 22.65 17.65 8.34 91.10 31.41 26.48 30.85 205.83 

同比 26.32 35.07 -0.50 -32.31 2.77 53.34 1.45 13.12 -4.09 -17.22 33.83 9.45 

期间
乘用车（全市场） 乘用车（国内制造）

轿车 MPV SUV 交叉型 合计 排量≤1升 1升<排量≤1.6升 1.6升<排量≤2.0升 2.0升<排量

2017H1 539.91 101.05 452.64 31.66 1125.26 7.82 762.28 284.19 40.35 

同比 -3.05 -15.79 18.34 -25.29 2.14 -54.49 -1.16 13.86 -22.57 

2018H1 569.40 88.19 496.45 23.77 1177.82 9.64 786.92 312.16 32.97 

同比 5.46 -12.73 9.68 -24.94 4.67 23.30 3.23 9.84 -18.29 

表4  2017/2018年上半年乘用车各细分市场的销量及同比变动情况（单位：万辆、%）

表5  2017/2018年上半年商用车各细分市场的销量及同比变动情况（单位：万辆、%）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注：2018年上半年，国内制造乘用车销量占乘用车总销量的98%以上

数据来源：Wind-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专项行动，房地产投资可能受到制约，基础设施投资（不含电力）同

比增长7.3%，较上年同期有明显放缓，主要由于强监管下的城投企

业融资受限，加之地方政府融资规模同比减少，一定程度上抑制了

道路/铁路运输业、水利管理业的投资。综合看，外部投资增速虽有

所波动，但整体仍呈增长态势。

分车型看，商用车市场增长主要源于重型及轻型货车销量增长

态势的延续，而上年同期增长较快的半挂牵引车由于政策因素已基

本释放（《GB1589-2016》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货车非法改装和超限

超载治理工作的意见》促进了部分规格的牵引车销售），2018年上半

年销量同比回落；客车方面，整体销量同比小幅提升，大、中型客车

均有较好的增长，而销量相对高的轻型客车基本与上年同期持平。

整体看，上半年的外部投资环境仍较平稳，商用车保持了较大

规模的销量和相对高位的库存。展望下半年，一方面，在房地产调控

以及运输结构调整（交通运输部提出：2018年底前沿海主要港口等

煤炭集港改由铁路或水路运输）的大环境下，偏高的库存为行业带

来一定去化压力；另一方面，取消蓝牌货车从业资格证和营运证的执

行、国三车型加速淘汰，以及加快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有助于促进

基建投资力度，对轻型、重型货车均形成良好支撑。

四、企业效益和资产结构

根据国家统计局披露数据，截至2018年6月底，纳入统计的汽车

制造企业共计14951家，较上年底的14766家略微增长（增长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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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企业于2018年上半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09万亿元、实现利润总

额0.3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60%和4.90%，上半年累计增速较一

季度增速分别提升2.70个和9.60个百分点（一季度利润同比下滑）。

近年来，汽车制造企业收入增长良好，但由于成本上涨压力（增速高

于收入增速），利润总额增速自2017年9～10月份起逐月回落，2018年

一季度出现负增长，直至5月份，累计增速才由负转正。

截至2018年6月底，上述企业资产总额7.59万亿元，较上年底

增长1.10%；其中存货和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0.74万亿元和1.36万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9.76%和17.97%），较上年底分别增长3.64%和

4.04%，增速略高于资产总额，整体增势平缓。

五、2018年上半年汽车制造行业企业发行债券情况

2018年上半年，汽车制造行业2共发行信用债17支（统计口径不

包括结构化融资工具、境外债券，下同），共涉发行人10家，单笔债

券规模最高达30亿元（涉一般公司债、可交换债和定向工具等3个品

种），发行金额合计280.80亿元，在市场资金面较紧及债券违约事件

陆续发生的背景下，发行总额同比仍有大幅提升，上年四季度金融监

管压力以及春节因素影响下积累的债务融资需求有所释放。其中，

期限在1年（含）以内的债券9支，发行金额合计130亿元，主要为超短

期融资券，有3支添加了事先约束条款；期限在1年以上的债券8支，

发行金额150.80亿元，主要为一般公司债和定向工具，发行品种包含

了永续债（1支）、设置回售/票面利率调整权的债券（4支）以及添加

担保增信的债券（2支）。

从发行人看，上述10家发行人包括1家外资企业、5家民营企业、1

家央企和3家地方国有企业，除戴姆勒股份公司不涉主体级别外，另有

6家AAA级别企业、2家AA+级别企业和1家AA级别企业。前述添加担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利润总额

1-6月 同比 1-12月 同比 1-6月 同比 1-12月 同比

2017年 4.13 12.00 8.53 10.80 0.35 11.70 0.68 5.80 

2018年 4.09 10.60 -- -- 0.34 4.90 -- --

表6  2017/2018年汽车制造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及其同比（单位：万亿元、%）

资料来源：Wind-国家统计局

指标
2017年度 2018年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发行支数 6 7 7 7 9　 8　

发行额度 83.00 74.57 148.00 89.00 138.00　 142.80　

表7  2017/2018年各季度汽车制造行业信用债发行发行概况（单位：亿元、支）

注：行业分类口径引用信用债Wind行业分类为“可选消费-汽车与汽车零部件-汽车”行业的统计口径，下同。

资料来源：Wind

2  本文的行业统计口径采用 Wind- 信用债 Wind 行业分类为“可选消费 - 汽车与汽车零部件 - 汽车”行业的统计口径，仅对一家发行人的分类作出调整：由于北

京海纳川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要产品为汽车零部件，属于零部件供给多元化的企业，未将其纳入统计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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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增信的2支债券，一支为实际控制人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债项级别等同于主体级别），另一支为可交换债。

2018年上半年，汽车制造行业未发生发行人主体级别变动的

情况。

综上所述，2018年上半年，汽车制造行业新发债券的发行人以

高级别为主，发行规模同比出现较大幅度增长，期限和品种多样化。

目前，在市场信用风险显现、资金面紧张、监管力度加强、风险溢价

的大环境下，中长期债券的发行多配套回售选择权、担保增信等内

涵条款，部分超短期融资券也增加了事先约束条款。

六、存续债发行人的财务状况

截至2018年8月24日，发行债券尚处存续期的发行人共18家，其

中披露2017年度财务数据的发行人17家（戴姆勒股份公司无相关信

息），披露2018年一季度财务数据的发行人12家（企业债、私募债等

原因）。

从盈利角度看，在已披露2017年报的发行人中，受行业竞争、新

能源补贴退坡、成本上涨以及融资增加等多因素影响，6家发行人利

润总额同比下滑（占35.29%），其中1家利润总额为负，主要由于旗下

合营企业业绩大幅下滑；在已披露2018年一季报的发行人中，6家发

行人利润总额同比下滑（占50.00%），其中2家利润总额为负，也是发

行人中利润降幅最大的2家，行业竞争态势仍较为严峻，原料及人工

成本上涨压力尚未有效缓解。

从现金流角度看，在已披露2017年报的发行人中，12家出现了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同比下降的情况，其中5家经营活动现金流呈

净流出状态（同比增加1家），12家投资活动现金流呈现净流出状态

（同比减少4家），业务拓展及转型带来的资金压力较大，也是融资

上升导致利息支出增长，进而对利润形成侵蚀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

面，上述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合计1088.00亿元，同比仍增加

122.71亿元，各家经营获现情况进一步分化。

七、行业展望

2018年上半年，中国乘用车市场增速企稳回升，但仍处低速增

长，SUV增速首度落至10%之内；平稳的外部投资环境支撑了商用车

市场的良好增长态势，但库存的相对高位仍是行业的风险要素；新能

源汽车市场延续高增长态势，混合动力汽车销量成倍提升，但补贴退

坡、营运资金被占用的情况延续，企业在资金周转、利润提升等方面

始终面临压力。受外部竞争加剧、补贴退坡、上游成本上涨、利息支

出加大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行业内企业的利润增速有所回落，从存

续债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可见，企业的盈利和资金实力存在分化。

展望下半年，乘用车市场具备良好的消费韧性，有望维持相对

证券简称 发行人 发行总额 发行日期 债券期限 票面利率(发行时) 发行时主体评级 发行时债项评级

18宇通SCP001 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 15.00 2018-03-30 0.1644 4.40 AAA/稳定 --

18京汽股SCP001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0 2018-04-25 0.4932 4.20 AAA/稳定 --

18比亚迪SCP002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00 2018-06-13 0.7397 5.80 AAA/稳定 --

18比亚迪SCP00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00 2018-03-07 0.7397 5.29 AAA/稳定 --

18华晨SCP003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0 2018-05-24 0.7397 4.98 AAA/稳定 --

18华晨SCP002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0 2018-04-18 0.7397 4.67 AAA/稳定 --

18福田SCP001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018-03-16 0.7397 5.35 AA+/稳定 --

18华晨SCP001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00 2018-03-26 0.7397 4.91 AAA/稳定 --

18戴姆勒PPN003BC 戴姆勒股份公司 20.00 2018-05-09 1 4.80 -- --

18戴姆勒PPN002BC 戴姆勒股份公司 30.00 2018-05-09 3 5.18 -- --

18戴姆勒PPN001BC 戴姆勒股份公司 30.00 2018-01-10 3 5.60 -- --

18京汽Y1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00 2018-03-21 3+N 5.60 AAA/稳定 AAA

18力控01 重庆力帆控股有限公司 5.00 2018-01-12 2+1 7.50 AA/稳定 AA

18东风01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0 2018-01-29 3 5.49 AAA/稳定 AAA

18亚迪0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30.00 2018-04-11 3+2 5.17 AAA/稳定 AAA

18宇通EB 郑州宇通集团有限公司 30.00 2018-03-19 3+2 0.50 AAA/稳定 --

18铁牛01 铁牛集团有限公司 2.80 2018-06-14 2+2+1 7.20 AA+/稳定 AA+

表8  2018年上半年汽车制造行业债券发行情况（单位：亿元、年、%）

注：上表中涉及期限为“N+M”的债券，票面利率仅体现首期票面利率。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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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速的增长态势；各品牌的推新、改款和消费激励政策有望支撑轿

车的稳定增长，而SUV经历了之前年度的消费爆发，其市场需求已

完成阶段性释放，增速将逐步回归市场平均水平，且低价产品面临

严峻的竞争环境，需对相关企业（尤其是自主品牌）的产品布局策略

以及推新节奏予以关注；考虑到购置税退出的影响尚未全部出清，

主体级别
2017年 2018年一季度

总家数 利润总额为负 同比下滑 总家数 利润总额为负 同比下滑

AAA 10 1 4 7 -- 3

AA+ 2 -- 1  1 1 1

AA 4 -- 1 4 1 2

AA- 1 -- -- -- -- --

合计 17 1 6 12 2 6

表9  存续债发行人的利润情况对比（单位：家）

注：上述主体级别指发行人最新主体评级。

资料来源：Wind

小排量车型的增长仍存压力。商用车市场、尤其是轻型和重型货车

受益于环保升级、合规治理以及换车、基建投资拉动等需求因素的

支撑，仍有望保持良好增长。新能源汽车上半年的高速增长一定程

度源于6月12日之后“补贴政策进一步退坡”引起的下游客户“抢装

潮”，其下半年增速可能有一定回落。

文|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侯珍珍  罗星驰  杨野  

实体零售企业转型对其信用水平的影响
——以苏宁和国美为例

一、实体零售企业主要转型路径

零售是流通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引导生产、扩大消费的

重要功能。从2011年开始，受GDP增速下滑、反腐、房价上涨等因素

影响，社零增速持续下移，从2012年的15%下滑至2015年的10%左

右。中国传统实体零售渠道特有的层层分销的品牌代理制，导致终

端渠道商品加价率高；互联网零售带来渠道扁平化、商品价格透明

化以及交易效率的提升促使其强势崛起。网络零售市场规模在社

会零售中的占比逐年增加，同时线下实体零售租赁费用和员工费用

持续上升，电商冲击叠加营业成本增加，传统百货、商超面临经营困

境，2011年以来，百家大型零售企业销售额增速持续放缓。面对外部

竞争环境的剧烈变动以及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巨大变化，传统实体零

售纷纷开始转型变革，以消费者为中心，从外部渠道的多样化和内

部业态重构（业态转型、门店升级、运营方式等）进行全方位调整，

降本提效。2016年下半年起，零售企业经营情况有所好转，百家大型

零售企业零售额增速有所回升，行业展露弱复苏迹象，2017年12月，

累计同比增速回升至2.80%，行业弱复苏趋势延续。

目前主要实体零售转型路径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线上线下

图1  近年来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值及同比增速分析（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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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渠道发展，实体零售企业借助互联网发展O2O销售模式，为线下

门店吸引流量，如自建门店手机APP，自建交易网站或通过和其他电

商合作等多种方式建立线上销售平台，并通过客户的移动支付、网

上支付等快捷方式实现销售回款，最后依托线下门店的物流、仓储

体系实现快速高效配送，完成交易。转型的同时，实体零售企业也相

应加强对供应链的建设，通过建立区域中心仓库等实现存货统筹管

理，提高运营效率，最终实现线上和线下渠道的融合。第二种是实体

零售企业进行内部业态重构，进行业态创新和业态升级，有效提升

单位坪效。业态创新目前主要适用于进行连锁经营的超市、专卖店

等，如苏宁、供销大集的无人商店，苏宁红孩子专卖店，永辉的超级

物种生鲜店等。业态升级主要应用于百货类企业，如百货业态逐步

在往购物中心发展，并在商场内增加体验区、儿童游乐区等，最大限

度的提升客户体验感，来吸引更多的客流量。两种不同的转型路径

也同时适用于同一家实体零售企业。

路径一：线上线下全渠道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在渠道、客户服务、支付、营销、

客户管理及数据挖掘等多方面，都已经对零售业各个环节产生了巨

大影响；通过大数据、云计算的应用，实现精准营销、个性推荐以及

图2  近年来全国百家大型零售企业零售额增速情况（单位：%）

数据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C2B”商品的按需定制，从而适应消费者的个性化、特色化。随着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给传统的实体零售企业带来了O2O转型的机

遇，从2013年9月开始，多家零售业上市公司陆续公告与腾讯、阿里巴巴

等互联网企业合作拓展O2O模式，合作内容包括流量、营销、会员、数

据、支付等层面；Online一方的互联网企业拥有更为先进、成熟的信息

技术手段（线上营销、支付、数据采集分析等），但缺乏线下资源；传统

实体零售企业作为Offline的一方，拥有长期积累的渠道品牌、供应商

资源、物流资源，还具有直接接触消费者、提供体验式服务的优势，但

缺乏客户数据资源的积累和分析，无法实现精准的个性化、差异化推

荐；O2O的发展，使得Online和Offline双方资源得以互补。

随着传统零售企业借力信息化手段进行O2O的转型，以消费者个

性化、特色化的需求为出发点给消费者提供“全渠道”经营体验，供应

商与消费者之间的链接将更加有效，供应链及商业模式得以重构。

路径二：内部业态组织重构

零售企业需要的是对“人货场”的组织能力，对“资金流、信息

流、物流”的掌控能力，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拓宽了“人货场”

的概念，从传统零售企业内部来看，信息化带来的不仅仅是电商渠道

的增加，更将是企业组织架构、运营方向、业态形式、盈利模式的全

方位重构。

1. 传统百货

传统百货受线上冲击影响较大，在闭店增效、打通线上渠道、

门店数字化运营、控制布局节奏的前提下，传统百货按照生活场景

重构卖场，向购物中心和体验式业态转型，同时由单一业态向多业

态发展，在便利店等领域深化布局。

体验类业态具有聚客能力强、消费滞留时间长及互动性强等

特点，对其他业态的消费带动作用明显，并能有效缩短新项目的市

场培育期，同时，餐饮、文化娱乐等服务型消费占比提升也是居民消

费升级的重要方向。随着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及消费结构的

升级，便利店市场进入高增长时代，城镇化的进程加快以及人口老

龄化的特征让便利店发展具备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未来发展空间较

大，多业态并举可提高传统百货单一业态的抗风险能力。

代表企业：王府井向购物中心及奥特莱斯转型，同时与7-11和爱

便利深入合作，构建便利店网络体系；天虹股份向不同类型的购物

中心主题街区转型（如天虹Discovery、CCmall、Kids republic），同时

在无人便利店（WELL GO）方面不断探索。

2. 超市

商超品类以自营为主，具有快消、低价、高频的特点，线上渗透

率低，受电商冲击相对百货较小，成熟的零售渠道网络及供应链物

流体系，使其具备一定区域消费者覆盖面，线下价值凸显。商超企业

除了区域扩张及线上O2O布局之外，不断进行供应链升级，优化原

公司 主要尝试

天虹股份 自营线上平台红领巾、微店、微信服务平台

新华都 联手阿里打造O2O生活平台

步步高 自营跨境电商平台云猴网

友阿股份 友阿云商、线上奥莱电商平台“友阿特品汇”

红旗连锁 微信平台、自营APP“红旗快购”

重庆百货 自营“世纪购”跨境电商平台

表1  近年线下零售企业O2O转型尝试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联合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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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闭亏提效。

2017年以来阿里、腾讯、京东在商超领域布局连连，“新零

售”格局初显，其中阿里先后参股联华超市、新华都、高鑫零售等

线下超市龙头，腾讯参股永辉超市、家乐福中国、步步高等，京东

推广线下超市布局，进行品牌输出，线上巨头利用其流量及技术优

势为线下超市完成引流、数据分析及精准营销，传统超市在“新零

售”格局之下不断进行创新业态探索。其中典型代表为盒马鲜生、

超级物种；生鲜+餐饮为主的模式使其构建较强的消费场景，同时

承担一部分前置仓储的功能，线上的数据可以为线下门店选品、促

销提供支持，提升门店的坪效，拓展门店覆盖半径。新零售背景下

超市完成全渠道融合及模式重构，领跑者加速扩张，跟随者不断进

行创新探索。

3. 家电连锁

从2012年开始，传统家电零售在京东快速发展的剧烈冲击下经

营状况开始下行，家电零售在布局O2O的全渠道经营及线上线下的

开放平台的基础上，充分对其门店进行体验式升级改造，加入互联

网思维及科技元素，打造集商品销售和生活体验于一体的创新型门

店形式，充分发挥线下零售体验式优势；同时融合业态创新发展，积

极布局物流板块，零售渠道充分下沉。

代表企业：苏宁围绕全渠道零售变革进行重大的组织构架调

整，在门店改造、品类扩容等方面进行升级改造，常规门店中，主力

大店向智慧云店升级换代，中型门店大力控亏，并以互联网思维进行

O2O重塑，同时打造红孩子等新型业态；物流方面，收购天天快递，

在物流方面重点布局，培育三级配送网络，开设易购服务站，渠道下

沉至三、四线城市农村。

过去几年是实体零售转型的探索期，普遍存在O2O模式不成

熟、对线上线下融合的本质理解不深、同质化严重等问题，转型效

果难以区分梯队。如今，在新一轮消费复苏和全渠道融合驱动下，内

生经营效率高、创新意识强、转型超前的龙头零售企业将脱颖而出；

苏宁云商和国美电器作为家电连锁市场龙头企业，转型起点较早，战

略渗透较高，模式具有代表性，在目前线上冲击减缓的背景下，其产

品、品牌、体验全面升级，转型价值日益凸显。

二、实体零售转型具体过程——以苏宁和国美为例

本文主要探究实体零售企业转型对其信用水平的影响，而苏宁

和国美作为积极探索转型路径并取得了一定成果的大型实体零售企

业，其转型过程中信用水平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行业代表性。

商业连锁企业的最初成长依赖于低成本的高速扩张。通过规

模化扩张路径，苏宁与国美分别从南京和北京起家，在21世纪初期

成长为家电连锁巨头，此后展开了激烈的竞争。随着电商兴起，线上

线下融合趋势逐渐显现。在“新零售”风口到来之前，苏宁与国美均

已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转型准备，但开始转型的时间、转型的方式、转

型的力度和转型的成效均有较大不同。

苏宁：率先转型并取得突出成效，已完成线上转型，目前重点拓

展新零售业态，以实现线上线下O2O融合运营为发展目标。苏宁在线

上转型的加速阶段，受投资增加影响，债务负担有所上升，盈利能力

有一定下滑；线上转型成功后，引入阿里战略投资，债务负担又大幅

回落，盈利能力改善，同时线上和线下的市场地位也得到巩固。

苏宁是最早开始尝试电商的实体零售企业之一，转型时间早，

转型力度大，在连锁企业中率先取得突出的转型成效。2009年，随

着电脑普及、智能手机和移动终端出现，苏宁察觉到电商时代的来

临，果断提出战略转型。2013年，苏宁提出“一体两翼”的互联网发

展路线，即以互联网零售为主体，打造O2O的全渠道经营模式和线

上线下的开放平台，实现线上线下资源融合。2015年，苏宁在内部

会议上宣布转型已经成功，线上业务增速连续超越竞争对手，零

售、地产、文创、金融、投资五大产业均取得较好成绩。2016年，苏

宁与阿里互相认购对方定增股份，开展“联姻”，双方开放用户资

源、流量资源和大数据资源，首次打破线上线下平台隔阂，达成我

国零售业实体业态和电商业态最大一次合作。2017年，在已成功实

现线上的转型后，苏宁将发展重点再次转回线下，打造了一系列实

体店新业态，为用户提供智能家居完整解决方案和应用，构建家庭

购物场景。2018年，“苏宁云商”更名为“苏宁易购”，未来苏宁将进

一步把线上整合的资源带到线下，发展各种线下业态，最终实现线

上线下的O2O融合运营。

我们将苏宁2016年及之前的转型分为转型准备阶段（进行电商

布局）、加速转型阶段（电商快速发展）和初步完成阶段（宣布向线

上的转型基本完成）。从数据来看，苏宁在2008~2010年转型准备阶

段，资产负债率维持在57%左右，销售毛利率维持在17%左右，净利

润规模较大，在20~40亿元左右。在2011~2014年加速转型时期，在

投资增加但转型效果尚未凸显的情况下，苏宁资产负债率逐渐上升

至64%左右，销售毛利率逐渐下降至15%左右，净利润规模下降至个

位数，2013年达到最低点1.04亿元。2015年以来，苏宁由线下向线上

的转型基本完成，在引入阿里投资的情况下，资产负债率下降至50%

以下，销售毛利率稳定在14%左右，但净利润仍在个位数波动。2017

年，苏宁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若不扣除运营资金产生的投资理

财收益，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为5.32亿元，同比增长156.06%，盈利能力显著增强。在经济增速放

缓、电商对实体零售造成强劲冲击的情况下，苏宁不仅在电商领域取

得了较大发展，也同时在线上保持了领先的市场地位。

国美：因控制权之争错过线上业务第一轮发展机遇，近年来加

速布局，线上线下融合初步完成，未来将以家庭生活消费为战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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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国美目前正处于加速转型阶段，和苏宁处于加速转型阶段时

期的财务表现相似，债务负担升高，盈利能力下降，甚至于2017年出

现亏损。

国美同样在21世纪初期开始试水电子商务。2003年，国美网上

商城试运营，受“非典”影响，当年网上销售收入达2,100万元，远超

原定250万元的销售目标，但此后数年国美网上商城发展不温不火。

2008年，国美将其电子商务业务独立成一级部门，打算将电商列为

战略发展重点之一。然而，此后国美原实际控制人黄光裕入狱，国美

内部对控制权展开数年激烈的争夺，导致国美电商发展未有较大起

色。尽管国美在五年规划中将电商提升到战略高度，但国美被传统

行业的经营思维所束缚，仍旧以线下业务为主，导致国美错过市场机

遇，3C市场已几乎被京东、苏宁、天猫占领，而京东与腾讯、苏宁与

阿里的强强联合使得国美处境更加艰难。

2015年，国美的第二大股东清仓离场，国美的控制权重新回归

黄氏家族手上，国美电商业务开始加速发展，提出线上线下融合战

略。2016年，国美线下门店开始启动改造，为打通线上线下渠道做准

备工作。2017年，国美发布“家•生活”战略，从传统的家电零售商向

以“家”为核心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和服务商转型，为消费者提

供涵盖家电、家装、家居和家服务的商品和服务，并继续力推线上线

下深度融合。2018年，国美提出互联赋能共享零售，以GOME APP

为流量主入口，建立“线上交易、线下体验”、“社交+商务+利益共

享”的共享零售模式。

国美在2016年加速转型阶段之前，均处于转型准备阶段。从数

据来看，2016年国美加速转型之前，资产负债率维持在60%左右，期

间国美将重点放在线下，销售毛利率由12%左右提升至15%左右，在

2013年扭亏为盈后，2014~2015年净利润均达12亿元左右。2016年国

美提出新零售战略并加速转型，随着投资增加、门店改造，资产负

债率上升至66%，销售毛利率小幅下滑，净利润大幅减少至3亿元。

2017年，国美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上升至72%的较高水平，发生亏损

4.50亿元。在国美未大刀阔斧进行转型、仍以传统的实体零售经营模

式为主的时期，其经营状况基本保持平稳；在开始全面转型后，财务

表现恶化，但转型的出发点主要在于对未来零售行业发展趋势的判

断，通过本轮布局迎接下一阶段新零售的竞争。

三、实体零售转型对其信用水平的影响——以苏宁和国

美为例

转型影响一：苏宁2015年完成线上转型，线上线下双线融合；

国美2014年线上转型开始发力，目前仍在推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

2015~2017年，苏宁和国美维持线下连锁百强前二的行业龙头地位；

线上市场份额均波动增长，苏宁维持线上第4的排名，国美于2017年

被拼多多超越、位居第6名。领先完成线上线下融合的苏宁规模优势

持续增强，尚在转型阶段的国美规模有所下滑。

我们选取苏宁和国美2015~2017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在这个时

期，苏宁已进行了多年转型努力，并于2015年宣布线上的转型已经成

功，在全渠道布局基本完善后已开始进行多种店面新业态的尝试，除

传统家电产品以外，母婴产品、超市生鲜产品的经营规模持续扩大，

业态丰富；国美早在21世纪初期也进行了线上转型探索，但真正线上

业务发力开始于2014年，自此便加速线上线下的全渠道布局，2017年

仍在力推由传统零售商向家居、家装、家服务的整体方案提供商和

服务商转型以及线上线下的加深融合。由于两家企业两者所处转型

阶段不同，信用风险的表现也存在差异。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2015年中国B2C网络零售市

场中，苏宁易购的排名被唯品会超越，由上年的第3名下降至第4名，

国美在线保持第5名，两者的市场份额分别为3.0%和1.6%。2016年，

苏宁易购与国美在线维持4、5排名，市场份额分别为3.3%和1.8%。

2017年，苏宁易购维持第4名的排名，国美在线的排名被拼多多超

越，下降至第6名，苏宁易购与国美在线的市场份额均有小幅下滑。

2014年初苏宁成立线上线下融合的运营总部、推进全渠道融

合，2015年随着云店规模增加和O2O运营的成熟，以及线上线下联

动促销，苏宁可比门店销售收入增速大幅回升。2016年，苏宁进行线

下优化店面结构，下沉渠道建设，丰富多业态店面布局，形成了覆盖

不同市场、不同消费群体的实体网络平台，通过店面精细化管理，店

面经营效益逐季提升。同时苏宁与阿里也开展深度合作，共享数据

资源，收入规模持续上升。2017年，苏宁继续通过租、建、并、购、联

的方式获取门店物业，提升母婴、超市、社区便利以及苏宁易购直营

店的经营面积，进一步丰富线下经营业态，探索母婴业态渠道下沉，

加快一二线市场社区便利店的网络建设。2015~2017年，苏宁销售额

从1,586亿元增长至2,433亿元，门店总数从1,577家波动增长至3,799

电商平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排名 份额 排名 份额 排名 份额

苏宁易购 4 3.0 4 3.3 4 3.2

国美在线 5 1.6 5 1.8 6 1.7

表2  苏宁、国美B2C网络零售市场地位（单位：名、%）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企业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销售规模 门店总数 销售规模 门店总数 销售规模 门店总数

苏宁易购 1586 1577 1735 1510 2433 3799

国美在线 1537 1932 1647 1628 1537 1604

表3  苏宁、国美销售规模与门店数量（单位：亿元、家）

资料来源：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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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2017年苏宁着重布局线下门店，销售额和门店数量大幅增长。

近年来，国美重点对门店进行场景化体验式改造，以家庭生活

场景为核心进行门店的布局和产品展示，从实体的家电产品零售商

正式向为客户家庭生活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转变。2016年国

美大规模进行门店停业改造，门店数量缩减，但销售规模稳步提升。

2017年，国美大力推进线上线下融合，优化线下网络布局，门店数量

进一步减少，虽然可比门店销售收入有所增长，但零售连锁企业销售

收入的下降和门店数量的减少意味着规模优势开始弱化。2015~2017

年，国美销售额增长后回落至原有水平，门店总数持续减少。

转型影响二：新运营体系成熟、用户体验改善等效果都需要一

定时间才能有效显现。苏宁在转型培育期门店经营状况出现下滑，

2016年同样未见明显改善，但2017年转型效果开始明朗，主要店面业

态的坪效和可比门店销售收入显著提升。国美仍处于转型培育阶段，

2016年经历了门店销售状况下滑，且2017年未见明显改善。

从门店经营情况来看，苏宁由于新运营体系成熟、用户体验改

善等效果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有效显现，2014年时期可比门店销售

收入增速曾出现较大的下降（当年可比门店销售同比下降3.96%），

2015年随着云店规模增加和O2O运营的成熟，苏宁可比门店销售收

入增速回升。2016年，苏宁线下可比门店销售收入未实现明显增长，

但2017年主要店面业态的坪效和可比门店销售收入均显著提升，转

型效果开始明朗。

国美由于线下门店数字化改造时间不长，目前仍在从实体的家

电产品零售商正式向为客户家庭生活提供系统解决方案的提供商转

变，由于改造效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2016年国美线下门店经

营坪效和可比门店销售收入下滑，2017年可比门店销售收入小幅回

升，但仍处于转型的培育阶段。

转型影响三：苏宁通过收购天天快递，网点数量大幅增长，强化

了小件产品物流领域的优势；苏宁物流体系建设、组织流程优化、店

面管理能力提升等带来了销售业绩的提升，规模效应逐步显现，带动

期间费用率持续下降。国美对自身物流体系进行持续优化和拓展，但

由于线上线下尚在融合中，传统实体零售企业面临的租金和人工成

本上涨的问题同样对国美造成较大困扰，同时利用债权融资来进行

转型升级的投资，也导致利息支出大幅增长。

作为老牌实体零售巨头，苏宁与国美均有自己的物流体系并发展

较成熟。2014年，苏宁将物流体系独立出来，进行公司化运作，持续完

善网络布局；2015年，苏宁继续推进物流基地建设，业务类型从仓配

一体扩展至全套供应链物流服务，苏宁物流云平台上线，成为国家十

大“物流信息服务平台”之一；2016年，苏宁物流收购天天快递70%股

份，双方在仓储、干线、末端等方面资源整合，苏宁物流服务能力大幅

提升；2017年，苏宁物流通过与天天快递在IT系统、作业流程及数据体

系等方面的整合统一，天天快递已全面整合纳入苏宁物流体系。

国美早在2013年便将物流体系独立出来，成立安迅物流。2014

年，国美重点优化面向全渠道销售及全供应链的物流服务平台，实

现线上线下全品类商品的仓储共享和配送共享；2015年，国美进一

步对物流网络进行了拓展；2016年，国美通过自主开发的新物流管理

系统，物流服务效率得到较大改善，将“送装同步”一体化服务推广

至全品类，着力于提供一站式物流服务生态平台；2017年，国美持续

打造多个大件中心仓，彩电品类全品牌实现“送装一体化”。

2015~2017年，管理费用方面，苏宁在云店升级、用户体验优化、

薪酬提升和专业性人才储备等方面持续大量投入，管理费用增加；

但由于公司加强绩效考核，持续优化组织流程，人效提高，同时可比

店面销售收入的逐步改善，店面相关费用率水平有所下降带动管理

费用率下降，管理费用率分别为3.21%、2.69%和2.63%，持续下降。

与之相反，国美的管理费用率呈持续上升态势，由于国美加大了研究

开发方面的费用支出来提升大数据的应用、客户的体验以及提高信

息化系统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国美的销售规模下滑，管理费用对利

润的侵蚀加大，近三年管理费用率分别为2.45%、2.58%和3.24%

销售费用方面，随着全渠道经营模式带来的规模效应增强，苏

宁销售费用率持续下降，分别为12.43%、11.92%和11.15%，随着苏宁

销售业绩的大幅提升，规模效应得到体现，销售费用率也在逐步降

低。国美的营销费用率近年来呈现持续上升态势，分别为12.06%、

12.32%和13.41%，一方面收入增长平稳，另一方面主要是租金上涨等

费用支出对利润的侵蚀加大。全渠道融合有利于零售企业控制销售

费用，仍以传统实体零售为主的企业则需持续面临租金和人工成本

上涨的威胁。

财务费用方面，苏宁近年来保持很低的财务费用率，三年分别

为0.08%、0.28%和0.17%。国美的利息支出则大幅增长，从2015年

企业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坪效
可比门 店
销售同比

坪效
可比门 店
销售同比

坪效
可比门 店
销售同比

苏宁 -- 4.50 -- 1.33 -- --

国美 16542 2.32 15214 -9.42 -- 2.33

表4  苏宁、国美门店经营状况（单位：元/平方米、%）

注：1、2017年，苏宁家电3C店、母婴店和苏宁易购直营店坪效分别同比增长9.19%、42.15%

和34.18%，可比店面销售收入分别同比增长4.17%、42.15%和34.90%。2、2017年国美

年报未披露坪效。

资料来源：苏宁易购年报、国美零售年报

表5  截至2017年底苏宁、国美物流体系情况（单位：个）

苏宁 国美

网点数量 20871 “当日达”覆盖城市和乡镇 2536个

覆盖地级市数量 352
“送装一体化”覆盖城市和区县

193个城市

覆盖区县城市数量 2908 1588个区县

资料来源：苏宁易购年报、国美零售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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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息净流入变为2017年的利息净支出3.97亿元，占营业总收入的

0.54%。大规模利用债权融资进行转型投资，使得国美债务负担持续

走高、财务费用压力加大。

转型影响四：由于线上业务毛利率低、竞争激烈，转型使得零售

企业面临毛利率下降的风险，加之转型期间各项费用支出的增长，苏

宁与国美在加速转型期均呈扣非净亏损状态。2017年，若将运营资产

产生的投资理财收益计入经常性损益，苏宁近年来首次实现扣非净

盈利5.32亿元，转型效果更加明朗，开始体现出盈利能力的提升。

毛利率方面，2015~2017年，苏宁持续实施积极的竞争策略，聚

焦抢占家电、3C份额，大力扩大新品类规模，在品牌推广及促销投入

等方面投入较大，线上业务保持较低毛利率水平且线上销售占比持

续提升，使得综合毛利率水平三年内下降了0.7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

国美的综合毛利率则呈波动上升态势，且高于苏宁的综合毛利率水

平，与国美线上业务占比低于苏宁有关，2017年国美线上自营销售收

入下滑，导致国美收入规模下降，但毛利率水平被拉高。

利润方面，线上线下融合阶段，苏宁与国美的扣非净利润均为亏

损状态。作为零售企业，经营周期性较强，现金流阶段性波动较大，为

提高运营资金收益积极开展投资理财一直是大型零售企业的重要工

作。若不考虑运营资金产生的投资理财收益，苏宁扣非净利润仍为亏

损，但亏损额逐年减少；若将上述投资理财收益计入经常性损益，2017

年苏宁扣非净利润已首次实现盈利。国美在加速转型的2016年出现扣

非净亏损，并在2017年加大亏损规模。考虑到国美仍在重点推进线上

线下融合、线上业务占比预计将提升，竞争对手采取积极的竞争策略，

以及费用控制能力的弱化，预计短期内国美盈利状况难以改善。

转型影响五：对于规模持续扩张、线上业务发展良好的苏宁，存

货周转率显著提升；2017年国美线上销售额下降，存货周转率相应下

滑，其经营效率与苏宁之间的差距在拉大。

2015~2017年，苏宁存货周转率明显上升，从2015年的7.72次增

长为2017年的9.80次，随着苏宁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布局的扩大、物流

运营效率的提升，苏宁物流体系在仓储自动化、智能化建设方面取

得较大进展，运营效率优化。国美存货周转率则呈波动上升态势，

2017年随着销售规模的减少，经营效率有所回落，与苏宁存货周转率

的差距拉大。

转型影响六：转型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若未能有效利用股权融

资、主要依赖债权融资，杠杆率可能过快增长，限制继续融资的空

间，从而可能导致转型期拖延较久，面临盈利能力未见改善和市场份

额被先发竞争对手蚕食的状况。

苏宁和国美分别在A股和H股上市，近年来通过一系列资本运

作，苏宁权益规模快速扩大，尤其2016年阿里以282.33亿元购买苏宁

定增股票，截至2017年底，苏宁所有者权益达836.28亿元。国美权益

规模增长相对平稳，未引入大型战略投资者，截至2017年底，国美电

器所有者权益规模175.26亿元。实体零售企业进行转型升级需要投

入大量资金，利用股权融资、引入合作方有利于控制债务压力、加快

转型速度，主要依赖债权融资则可能导致债务负担过快增长。

2014~2015年，苏宁资产负债率分别为64.06%和63.75%，较转型

前的资产负债率水平高出约6个百分点（2008~2011年苏宁云商资产

负债率在57%~58%区间），主要系长短期债务增长所致；2016年通

过定增，资产负债率下降至49.02%的较低水平，2017年进一步下降至

46.83%，处于稳健水平。国美资产负债率水平波动较大，在其积极为

线上线下融合进行各方面升级改造的2016年，年末资产负债率上升

至66.06%，较上年末增长6.19个百分点，主要系应付账款及票据、长

期借款增长所致；2017年国美进一步加大投资，年末资产负债率增至

72.28%，债务负担较重，在目前的资金环境下，继续融资的空间有限。

转型期间零售企业盈利能力较弱，若因资金不足导致转型期拖延较

久，加之后发劣势且市场份额争夺激烈，企业信用风险将大幅上升。

四、实体零售企业转型时期的信用风险分析

通过苏宁和国美的案例分析，我们观察到，实体零售企业在向

“新零售”转型的时期，往往会出现债务负担加重、盈利能力下降甚

至出现亏损等对企业信用水平不利的信号。对于一家正在进行线上

线下融合转型的实体零售企业，在预测其转型效果从而判断信用风

险时，我们总结了以下几个关键性因素。

企业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苏宁 国美 苏宁 国美 苏宁 国美

综合毛利率 13.70 17.81 13.39 16.09 12.19 18.26

净利润 7.58 12.08 4.93 3.25 40.50 -4.50

扣非净利润 -14.65 10.21 -11.08 -0.52 -8.84 -5.75

表7  苏宁、国美期间费用状况（单位：%）

注：1、若不考虑扣除运营资金产生的投资理财收益，2017年苏宁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非净利润5.32亿元，为近年来首次实现盈利。2、苏宁的扣非净利润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国美的扣非净利润为净利润-非经常项目损益。

资料来源：苏宁易购年报、国美零售年报

企业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苏宁 国美 苏宁 国美 苏宁 国美

管理费用率 3.21 2.45 2.69 2.58 2.63 3.24

销售费用率 12.43 12.06 11.92 12.32 11.15 13.41

财务费用率 0.08 -0.32 0.28 0.00 0.17 0.54

合计 15.72 14.19 14.89 14.90 13.95 17.19

表6  苏宁、国美期间费用状况（单位：%）

资料来源：苏宁易购年报、国美零售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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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机的选择直接影响 到规模发展速度和行业地位

苏宁率先转型并取得突出成效，已完成线上转型，经过多年发

展，线上和线下的市场地位也得到巩固。国美因控制权之争错过线

上业务第一轮发展机遇，发展速度放缓。目前，线上电商业务已度过

了人口红利期，业务竞争激烈，毛利率水平较低。而发展线上业务并

打通线上线下需要很大的资金和时间投入，随着线上业务占比的扩

大还会面临综合毛利率下降的状况。苏宁和国美在发展并融合线上

业务期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均处于较大规模亏损的状态，影响零

售企业是否能顺利完成转型、实现扭亏为盈的关键点之一在于规模

发展速度。若规模优势增强，经营效率将提升，费用率将下降，未来

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向好。反之，若销售规模缩减或增速低于行业

水平，经营效率的放慢和费用侵蚀的加大将进一步加重转型期间的

经营压力。

转型期间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本支出规模增大，企业的承压

能力不一

处于“新零售”转型期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线上渠

道建设、实体店升级、物流网络建设等。线上渠道建设需要大量的

广告费支出、更为先进、成熟的信息技术投入，而实体店升级、自建

物流仓储等属于重资产板块，需要的资金更多。因此企业转型期间

很可能出现债务负担持续上升至很高水平，而且由于店面改造、广告

图3  苏宁、国美存货周转率情况（单位：次）

图4  苏宁、国美所有者权益与资产负债率情况（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

资料来源：苏宁易购年报，国美零售年报

投入、固定资产折旧等使得费用增加，部分企业会出现盈利能力下

降甚至亏损，在资金环境趋紧的状况下，继续融资的空间可能小于

企业预期，从而影响企业整体转型规划、拖延转型速度，加重企业

经营压力，并形成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转型过程中的资本支出压力，不同实体零

售企业承压能力不同，由此也进一步影响到零售企业的信用状况。

首先，市场份额大、能快速形成规模效应的零售企业在面对重

大资本支出时的承压能力要优于其他企业。苏宁自转型以来，在短

短的几年时间内，快速实现了盈利。苏宁也曾在转型培育期面临门店

经营业绩下滑的情况，2015~2016年一直未见明显改善，但自2017年

起转型效果开始明朗，主要店铺业态坪效和可比门店销售收入显著

提升。这主要归功于苏宁持续实施积极的竞争策略，聚焦抢占家电、

3C份额，大力扩大新品类规模，在品牌推广及促销投入等方面投入

较大，线上业务保持较低毛利率水平且线上销售占比持续提升，使

得综合毛利率水平三年内下降了0.76个百分点。

其次，在转型期间能有效利用股权融资的企业抗压能力要比利

用债权融资抗压能力强。实体零售企业进行转型升级需要投入大量

资金，利用股权融资、引入合作方有利于控制债务压力、加快转型速

度。2016年，阿里以282.33亿元购买苏宁定增股票，而国美近年来未

引入大型战略投资者，主要依赖债权融资，杠杆率增长较快，也限制

继续融资的空间，从而导致转型期拖延较久，面临盈利能力未见改

善和市场份额被先发竞争对手蚕食的状况。



50   OCTOBER  2018

行业研究 Industry Research

文|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唐玉丽  范琴  

民生大计，安全为王——国内人用疫苗主要上市公司扫描

一、国内人用疫苗安全事件盘点

总体看，我国发生的历次疫苗事件呈现出发生范围广泛（波及

全国多数人口大省）、涉事疫苗数量巨大（仅查处的问题疫苗合计达

136.69万人份）、种类繁多（涉及狂犬疫苗、乙肝疫苗、百白破联合疫

苗等多种一二类苗）、风险遍布生产、流通和销售全环节等特点。

2018年7月的“长生生物（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狂犬疫

苗生产记录造假”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关注，然而这并不是该企业的

疫苗第一次出现问题，也不是我国疫苗行业历史上最严重的质量安

全事件。自2004年以来，我国累计发生了13起疫苗相关事件，接近年

均一起的频率。

二、行业内重点企业分析

市场格局方面，国内疫苗市场高度集中，各公司独家品种享有

绝对优势，但其他交叉品种竞争较为激烈，存在较大的相互替代性；

财务方面，疫苗企业所需研发投入较大，产品销售毛利率处于较高水

平，但过高的销售费用也严重侵蚀了企业营业利润。

目前，主营业务为人用疫苗的有多家上市公司，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包括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ST长生”）、重庆智

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飞生物”）、深圳康泰生物

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生物”）和云南沃森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森生物”）四家公司。

各公司主打品种

从各公司主要产品目前市占率看，三联疫苗为智飞生物的独

家品种，此外，ACYW135流脑多糖疫苗批签发量占比达到35.26%，

是国内该疫苗第一大厂家。康泰生物独家品种为四联苗，且在乙肝

疫苗和Hib疫苗方面处于龙头地位，批签发占比分别达到58.19%和

31.58%。沃森生物疫苗品种达到6个，但每个品种批签发量占比均处

时间 事件简称 概述 问题环节 涉及机构 波及省份 疫苗种类

2004年4月 宿迁假疫苗

宿迁市妇幼保健所从不具备药品经营资格的安徽人张鹏处购

进九种疫苗共6,000余支，累计接种过这批疫苗的婴幼儿在

3,000人以上；由于疫苗未采取冷藏运输，部分婴幼儿接种后出

现异常反应。

销售 妇幼保健所 江苏省 9种疫苗

2005年6月 泗县疫苗事件

安徽省泗县大庄镇防保所私自组织数名乡村医生对该镇19所中小

学的2,500名学生接种甲肝疫苗；由于疫苗未采取冷藏运输，导致

接种后有异常反应者累计达216人，其中致死1人。

销售 防保所 安徽省 甲肝疫苗

2005年6月 狂犬疫苗失明

山东青州市1名男子被犬咬伤后注射狂犬疫苗，随后其双目几近

失明；一二审法院鉴定结果认为其症状与其注射长春长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狂犬疫苗存在关联性，但三审法院鉴定认为属

于医疗意外。

生产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省 狂犬疫苗

2010年3月 山西疫苗案

2006~2008年间，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大楼楼道里，北京华卫时代

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在山西省疾控中心大楼楼道里，向各种二

类疫苗上粘贴“山西疾控专用”标签，造成“高温暴露疫苗”；山

西近100名儿童的致死、致残疑与接种了上述疫苗有关。

流通
北京华卫时代医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华夏德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山西省 多种疫苗

2008年12月 延申假疫苗

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使不达标狂犬病疫苗投放市

场，篡改其效力数据，并使用纯化小样替换报批签发抽检样品；

截至被发现时，上述效力不足的疫苗均已被使用。

生产
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全

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 狂犬疫苗

2009年12月 问题狂犬疫苗

河北福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和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共21.58万份的人用狂犬病疫苗质量存在问题；截至被发现时，

上述问题疫苗已全部使用。

生产

河北福尔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延

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全益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江

苏省
狂犬疫苗

2009年12月 疫苗添加核酸

大连金港安迪生物制品有限公司生产的人用狂犬疫苗中检出违法

添加的核酸物质，导致其疗效最低的只有合格疫苗疗效的50%；

截至被发现时，上述问题疫苗约有3万份被使用，其余被召回。

生产 大连金港安迪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辽宁省 狂犬疫苗

2009年12月 来宾开水疫苗案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1名男童被狗咬伤，注射狂犬疫苗后发病

致死；经化验，所用狂犬疫苗为假药，由开水兑药制成。
销售 个人 广西 狂犬疫苗

表1  2004年以来我国疫苗事件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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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 潍坊疫苗案

山东省潍坊市查获了大批非法疫苗，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疫苗；

嫌疑人此前一直非法经营疫苗，疫苗从生产到使用均得不到保

障，极易失效变质。

销售 个人 山东省 多种疫苗

2013年11月 乙肝疫苗致死案

全国出现多例疑似注射乙肝疫苗后婴儿死亡病例，涉及疫苗公司

包括深圳康泰、北京天坛生物、大连汉信生物、北京华尔盾生物

等；后经国家食药监总局、卫生计生委联合通报认定为偶合死亡

而非疫苗致死。

生产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天坛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汉信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北京华尔盾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多地 乙肝疫苗

2016年3月 山东非法疫苗案

原山东省菏泽市牡丹人民医院医生庞某卫伙同其女在非法买进大

量二类疫苗，然后低价出售给24个省市的大小卫生机构，涉案金

额高达5.7亿元；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且部分疫苗已过保

质期限。

流通 个人 24个省市 25种二类疫苗

2017年10月 百白破无效案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

司生产的吸附无细胞百白破联合疫苗各一批次经食品药品检定研

究院检验，检验结果“效价测定”项不符合规定。

生产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武汉生物制

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

山东省、重

庆市、河北

省

百白破联合疫

苗

2018年7月 狂犬疫苗违规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在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生产中存

在记录造假等严重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药品GMP）

行为。

生产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未出厂销售 狂犬疫苗

联合信用研究
Lianhe credit research

智飞生物 2017年批签发量 占比 康泰生物 2017年批签发量 占比

三联疫苗（AC-Hib） 470.40 100.00 乙肝疫苗 4650.02 58.19

ACYW135流脑多糖疫苗 139.50 35.26 Hib疫苗 365.02 31.58

Hib疫苗 212.28 18.36 麻风二联苗 743.10 32.94

AC结合疫苗 121.81 22.56 四联苗 142.63 100.00

沃森生物 2017年批签发量 占比 ST长生 2017年批签发量 占比

Hib疫苗 281.54 24.35 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胞） 355.00 24.97 

AC结合苗 88.36 16.37 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 360.00 24.58 

AC多糖疫苗 1162.65 34.18 流行性感冒裂解疫苗 257.00 10.16 

ACYW135多糖疫苗 86.16 21.78 冻干甲型肝炎减毒活疫苗 272.00 16.26 

百白破疫苗 29.49 0.54 - - - 

23价肺炎疫苗 119.02 22.64 - - -

表2   2017年四家疫苗公司主要自主生产品种（单位：万人份、%）

资料来源：公开信息，联合评级整理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年度报告，《2017年生物制品批签发年报》

于较后位置，其中3个与智飞生物重合，是其的主要竞争对手。ST长

生其疫苗类型与上述三家均不重合，其中冻干人用狂犬疫苗（Vero细

胞）和冻干水痘减毒活疫苗目前批签发量占比均排名第二。需要注

意的是，国内疫苗市场高度集中，上述主要品种的生产厂家不超过6

个，因此未来如有企业退出，其市场份额预计将很快被其竞争对手

取代，而市场竞争格局也将发生变化。

从疫苗品种看，二类苗目前是非国有企业竞争的主要市场，由

于其自主定价权空间较大，此类疫苗毛利率较高，竞争也更激烈。

从疫苗品种看，1）Hib相关疫苗品种：目前主要品种有Hib单苗、Hib

三联苗（AC-Hib）、Hib四联苗和Hib五联苗。其中康泰生物、智飞生

物及沃森生物均有生产Hib单苗，然而由于多联苗等可以预防更多

疾病，其在未来取代单联苗将逐渐成为趋势。2）流脑疫苗品种：智

飞生物和沃森生物均有生产AC结合苗及ACYW135多糖疫苗，其中

ACYW多糖疫苗尽管是四价疫苗，但由于接种年龄为2岁及以上，并

不能完全取代AC结合苗，因此该两种疫苗均仍有较大的空间。

从市场前景看，国内疫苗市场中，狂犬疫苗、流感病毒裂解疫

苗、口服轮状病毒疫苗等规模靠前，而传统疫苗的升级产品如人二

倍体狂犬疫苗、CHO重组乙型肝炎疫苗等对现有存量市场存在较大

的替代空间。从国际市场看，重磅疫苗多为现有品种的新平台升级

排名 疫苗英文商品名 厂家 2017年销售额

1 Prevnar 13 辉瑞 56.01

2 Gardasil/Gardasil 9 默沙东 23.08

3 Polio/Pertussis/Hib Vaccines 赛诺菲 20.79

4
Influenza vaccines (including Vaxigrip®, Fluzone 

HD® and Fluzone®)
赛诺菲 18.08

5 ProQuad/M-M-R II/Varivax 默沙东 16.76

6 Infanrix, Pediarix GSK 9.47

7 Hepatitis GSK 8.84

8 Pneumovax 23 默沙东 8.21

9 RotaTeq 默沙东 6.86

10 Zostavax 默沙东 6.68

表3  2017年全球销售额前十疫苗（亿美元）

资料来源：各公司年报（已根据实时汇率换算），联合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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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或多价多联疫苗，以2017年全球十大重磅疫苗中，13价肺炎疫苗、

HPV疫苗、脊髓灰质炎/百日咳/Hib疫苗、流感五联苗、麻疹四联苗

年销售额均超过10亿美元；前述十大品种由于国内技术及监管原因，

仍未在国内上市，由于其针对人群广泛，预期未来上市后将对现有疫

苗市场格局形成较大挑战。

财务分析

2017年， ST长生、智飞生物、康泰生物和沃森生物分别实现营

业收入15.53亿元、13.43亿元、11.61亿元和6.68亿元。

从毛利率水平来看，疫苗行业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含量高、风

险高、工艺复杂等特点，研发周期长，投入资金大，行业进入门槛较

高，细分产品集中度高，毛利率水平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较高的毛

利率对前期投入形成一定补偿。除2017年，智飞生物代理的二类疫

苗产品推广和销售陆续恢复，代理产品销售较上年有所增长，导致

毛利率水平较上年下降13.56个百分点外，其余三家公司2015~2017年

毛利率水平均持续提升。2017年， ST长生、智飞生物、康泰生物和

沃森生物销售毛利率分别达到86.55%、78.54%、88.26%和67.78%。

从疫苗的前期成本投入来看，疫苗前期投入中很大部分为产品

的研发支出。从四家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占比看，疫苗企业的研发投入

占比远高于医药行业平均水平，但企业间分化较大。康泰生物研发支

出占比呈持续下降态势；沃森生物研发支出占比自2016年大幅上升，

图1  2015~2017年四家样本疫苗公司销售毛利率（单位：%）

资料来源：Wind

公司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康泰生物 14.41 11.47 10.27

沃森生物 26.60 52.61 49.87

智飞生物 10.41 16.96 6.97

ST长生 2.31 4.26 7.87

公司名称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康泰生物 26.04 42.05 28.96

沃森生物 13.13 59.09 70.29

智飞生物 21.49 22.12 15.69

ST长生 0.00 50.70 64.99

表4  四家样本疫苗公司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单位：%） 表5  四家疫苗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单位：%）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2017年达到49.87%，远远高于其他3家；智飞生物研发支出占比波动较

大；ST长生近年来研发支出占比整体虽有提高，但平均水平最低。总体

看，各企业对研发投入的重视程度差异较大，其中沃森生物研发支出

占比远高于其他三家，未来研发成果的显现可能成为其收入助推器。

从研发支出资本化情况来看， 沃森生物和ST长生研发支

出资本化程度高，会计处理较宽松，2017年，分别达到70.29%和

64.99%；智飞生物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最低，为15.69%，会计处理

上较谨慎。

从经营业绩来看，2015~2017年，沃森生物的营业收入年均复合

增长率为-12.75%，主要系2016年起，沃森生物疫苗代理业务减少所

致；康泰生物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长率为36.88%，其中，2017年营业

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3.18疫苗行业事件”影响逐渐消除以及康泰生

物加大招投标、推广、销售工作所致；智飞生物营业收入年均复合增

长率为23.50%，各年波动较大，其中，2016年较上年下降37.43%，主要

系2016年“3.18疫苗行业事件”引发的行业政策变化等不确定性因素

导致产品销量减少，随着“3.18疫苗行业事件”影响逐渐消除，智飞生

物自主产品及代理的二类疫苗产品推广及销售等工作陆续恢复，2017

年营业收入较上年大幅增长201.06%；ST长生营业收入持续增长，年

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4.99%，根据公司年报披露，公司业绩增长主要系

销售模式及客户结构变化、以及加大市场力度及学术推广所致。

从销售费用来看，除智飞生物外，其余三家公司销售费用的增长

率远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长率，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率持续提高，

2017年，康泰生物、沃森生物和ST长生销售费用比分别为53.00%、

37.96%和37.53%。2017年，智飞生物销售费用占比下降主要系“山东疫

苗事件”影响趋弱，销售回升以及代理药品业务增长促使收入大幅增

长所致。从销售收入和费用的关系来看，疫苗公司的收入增长对销售

投入的依赖较大，从四家公司看，康泰生物和ST长生尤其突出，而智

飞生物销售费用年均复合增长率远低于收入增长率，反映出智飞生物

收入对销售拓展依赖度相对较低，同时费用控制能力更强。

三、未来展望

从行业层面看，尽管本次“长生生物狂犬疫苗生产记录造假”

行业研究 Industry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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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项目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年均复合增长率

康泰生物

营业收入 4.53 5.52 11.61 36.88

销售费用 1.03 2.20 6.15 81.56

销售费用占比  22.71  39.81  53.00 --

沃森生物

营业收入 10.06 5.91 6.68 -12.75

销售费用 2.08 1.50 2.54 6.81

销售费用占比  20.69  25.44  37.96 --

智飞生物

营业收入 7.13 4.46 13.43 23.50

销售费用 2.39 2.02 3.14 9.54

销售费用占比  33.55  45.21  23.41 --

ST长生

营业收入 7.96 10.18 15.53 24.99

销售费用 1.41 2.31 5.83 60.65

销售费用占比  17.67  22.68  37.53 --

表6  四家疫苗公司研发支出资本化比例（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年度报告

事件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跨界讨论，但考虑到疫苗行业在上市前周

期长、生产和上市审批程序繁多等因素的影响下，存在进入壁垒

高、进口替代率极低的特点，联合评级认为，企业疫苗生产资格的

获取难度大、时间长、需投入资金成本高，行业内企业数量和格局

较为稳定，新的疫苗生产企业很难迅速挤占市场份额。因此，短期

内，本次疫苗事件对我国疫苗行业可能造成一定冲击；长期看，在

医药行业监管体制（尤其是进口审批制度、抽检制度及追责制度）

未有大幅调整的情况下，本次疫苗事件对疫苗行业整体经营基本

面、盈利水平及未来市场规模影响不大。

从行业内企业层面看，首先，本次疫苗事件可能促使行业内企

业进一步加强质量管控和研发投入，鉴于除独家品种外，主要疫苗

生产企业之间的疫苗品种存在较大的可替代性，因此，在个别企业

出现重大质量问题时，质量管控严格、市场声誉高的疫苗生产企业

有望借机抢占其市场份额；其次，从市场前景看，利润较高的二类

苗市场中，多价多联疫苗呈现出逐渐取代单联疫苗的趋势，具有较

好研发能力或储备品种的疫苗生产企业将取得先发优势；最后，疫

苗生产企业的业绩增长对于对销售投入的依赖较大，销售费用控

制能力强的企业在未来经营中将更具优势。

联合信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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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政策/措施

1月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年修订）》

1月 《证券公司参与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风险管理指引》

3月 《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引》

3月 《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3月 《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4月 《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

7月 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

7月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7月 《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

表1  2018年以来出台的主要监管政策和措施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文|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金融机构评级部

2018年下半年中国证券行业信用风险展望

一、证券行业2018年上半年信用风险回顾

2018年上半年证券行业延续“强监管”态势，多项业务新规落地，现

场检查力度加强，证券公司罚单激增，引导证券公司规范经营和业务

转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行业分类评价整体表现稳定，但呈现分

化趋势，“合规管理能力”首次被纳入“加分项”。

在金融“去杠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背景下，证券行业持续

严监管，2018年以来，多项证券公司业务新规终稿落地，引导证券公

司规范经营，聚焦主业，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2018年1

月，股票质押新规的发布对股票质押业务的交易和结算环节进一步

规范，使股票质押市场回归理性，引导证券公司加强信用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管理。3月，证监会发布《证券公司投资银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指

引》，明确业务承做实施集中统一管理、健全业务制度体系、规范薪酬

激励机制等方面的要求，将提升投行类业务内部控制水平，防范和化

解投行类业务风险。《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将

外资持有证券公司的股权比例限制放宽至51%，同时外商投资证券公

司经营业务范围有所扩大；短期来看，证券行业对外开放对本土证券

公司冲击有限；但从长期看，外资证券公司在产品创设和财富管理等

方面优势将使国内券商面临挑战。

2018年4月和7月，中国人民银行等多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

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和配套细则，旨在打破刚兑、消除

多层嵌套，最大程度上消除监管套利空间，避免资金脱实向虚；同时，

规定公募资管产品可适当投资非标产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用紧

缩压力，该规定将进一步引导证券公司加强投研和主动管理能力。

2018年上半年证券公司罚单激增，内部控制体系和投资银行业

务成为重点监管范畴，密集处罚进一步强化证券公司合规经营意识。

2018年以来证监会进一步强化了对证券公司的现场检查力度。截至

2018年6月底，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已对27家券商开出34份行政处罚书

和自律监管文件，较2017年全年4张证监会罚单大幅增加；其中，17张

罚单涉及内控不当，暴露出一线营业部合规意识的薄弱；另有17张涉及

投行业务，西南证券、国信证券和东海证券均收到2张投资银行业务罚

单，同时仍有11家证券公司各收到1张投行业务罚单。同时，证监会公

布了西南证券、国海证券、中金公司、华林证券、国金证券及天风证券

等6家券商由于“投行业务涉及合规风控未全面有效覆盖、内部控制未

有效执行、尽职调查不充分、信息披露有失准确完备以及后续管理未

尽责等”违规问题而遭监管部门处罚，涉及项目均系2015~2016年的投

资银行项目违规。此外，2018年上半年ABS业务迎来首单证监局罚单，

处罚范围较之前扩大。监管措施将对证券公司今年或明年的分类评价

产生较大影响，引导证券公司进一步提高合规意识和管控能力。

2018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显示行业整体表现较为稳定，但分化

趋势明显，首现D级证券公司，“合规管理能力”今年首次被纳入“加分

项”。2018年8月，证监会公布了2018年证券公司分类评价结果。根据结

果，除去33家证券公司按规定与其母公司合并评价外，在参选的98家

券商中，A级券商共40家，与去年持平，占比40.5%，其中AA级券商共

12家，较去年增加1家；B级券商49家，占比50%，较去年增加1家；C级

券商8家，较去年减少1家；值得注意的是，华信证券成为自分类监管以

来第一家被评为D级的券商，行业整体表现较为稳定。但从券商个体

来看，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分化态势，大型综合券商排名提升明显，而部

分券商因为违规处罚事件导致扣分项较多，评级结果出现较大下滑，

这也体现出监管层充分重视证券行业的合规经营及风控能力，保持了

较强的监管力度；此外，“合规管理能力”今年首次被纳入证券公司分

类评价“加分项”。在分类监管的原则指导下，评级稳定、领先的大型

综合券商将获得更多业务优势和机会，与分类评级靠后的中小券商差

距拉大，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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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在货币政策偏紧缩和金融去杠杆大环境下，证

券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规模虽有所增长，但增幅收窄；发债证

券公司及存续债券主体级别集中在AAA和AA+，整体信用水平较

高；3家证券公司级别上调，资本实力的增强有利于证券公司信

用水平的提高。

2018年上半年，我国证券公司共发行各类债务融资工具149期，同

比增长23.14%；发行规模合计3,357.40亿元，同比增长10.51%，但增速下

降16.74个百分点；发债结构仍以公司债占比最高，同时短期融资券增长

相对较快。证券公司发行债券包括短期公司债、短期融资券、公司债

和次级债四类；2018年上半年，证券公司发行债券仍以公司债占比为第

一位且占比大幅提升至50.43%，共有31家证券公司合计发行了76期公

司债，合计募资1,693.00亿元，同比增长31.59%；短期融资券方面，共有

6家（同比增加4家）证券公司累计发行了21期短期融资券（同比增加14

期），累计发行规模为550.00亿元，同比增加292.86%，占总发行规模的

16.38%，占比提升11.77个百分点；短融发行节奏加快主要系今年以来央

行批复证券公司短融发行有放宽态势且短融成本最低，预计未来短融

发行规模仍将持续增加。次级债方面，共有21家证券公司（同比减少4

家）共发行32期次级债，同比减少13期，合计募资620.40亿元，同比减少

图1  证券公司发债情况统计图（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图2  截至2018年6月末证券公司存续债券主体级别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38.54%，占总发行规模的18.48%；短期公司债方面，共有14家（同比增加

了3家）证券公司累计发行了20期短期公司债（同比减少2期），累计发行

规模合计494.00亿元，同比减少17.93%，占总发行规模的14.71%。

证券公司发债主体级别以AAA和AA+为主，行业信用水平较高。

2018年上半年，通过发行各种债务融资工具对外融资的证券公司合计

49家，其中主体信用级别为AAA的有32家，AA+的有13家，AA的有3

家，AA-的有1家，无AA-级别以下的发债主体，发债主体整体信用水平

较高。

从存续债券主体级别来看，截至2018年6月底，证券公司为主体的

债券仍处在存续期的发债主体共79家1。级别分布以AAA和AA+为主，

占比分别为49.37%和31.65%，行业信用水平较高。

2018年上半年，评级机构上调了3家证券公司主体级别，上调理

由与受评企业资本实力增强相关，无主体级别被调低的情况。从调级

的3家证券公司看，皆为中小型券商，都通过上市或即将上市的方式进一

步拓宽了资金来源渠道，并通过募资进一步增强资本实力，其中华鑫证

券于2017年借壳华鑫股份上市并增资扩股，资本实力增强，融资渠道拓

宽，短期流动性较充裕；华西证券2016和2017年连续2年评为A类证券公

司，2018年2月上市后各项制度将进一步完善、融资渠道扩宽，公司业务

1  宏信证券未披露最新级别，故未包括在内。

发行人 调整前级别 调整后级别 评级机构 调级原因

华西证券 AA+/稳定 AAA/稳定 联合评级 2018年2月上市，资本实力增强

华鑫证券 AA/正面 AA+/稳定 上海新世纪 2017年借壳上市，资本实力增强

天风证券 AA+/稳定 AAA/稳定 大公国际 2017年多项业务排名提升，IPO申请审核通过

表2  2018年1~6月证券公司主体级别调整情况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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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证券公司盈利水平走势（单位：亿元、%） 图4  证券公司收入结构图（单位：%）

资料来源：证券业协会，联合评级整理。 资料来源：证券业协会，联合评级整理。

2  未包括财务顾问收入。

有望进一步扩展，资本实力显著提升。天风证券2017年以来多项业务排

名均继续提升，营业收入降幅低于行业平均水平，随着IPO申请审核通

过，未来天风证券A股挂牌上市将大幅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充足的资本

实力有利于证券公司业务规模的扩大，增强抵御和化解风险的能力；同

时，风控指标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等政策的修订也鼓励

证券公司做大做强，充实资本，推动证券行业向“重资产”转型。

2018年上半年证券公司盈利水平延续下降趋势，经纪、自营、投

行仍是收入的主要构成；证券市场震荡下行，而传统业务高度依

赖市场行情，业绩承压；信用业务风险暴露，主动管理能力为资

管业务核心竞争力。

2018年以来，证券市场行情震荡下行，受市场行情和监管政

策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证券公司业绩明显下滑。2018年上半年，在金

融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加之国内外经济形势有所变化，证券市场行情

震荡下行，证券公司整体业绩有所下滑；131家证券公司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1,265.72亿元，实现净利润328.61亿元，分别同比减少11.92%和

40.53%，盈利能力明显下滑；其中，净利润下滑幅度较大主要系股票质

押业务风险暴露减值损失较大所致。

证券公司前三大收入来源仍为经纪、自营和投行业务，但投行业

务收入占比有所下降。证券公司业务结构仍以经纪、自营为主；其中，

受证券市场震荡下行和股、债市场低迷影响，自营业务、投行业务和信

用业务占比下滑明显，经纪业务超过自营业务回升为第一大收入来源，

信用业务占比大幅下降至近三年低点。2018年上半年，证券公司经纪、

自营、投行、资管以及信用业务占比分别为28.74%、23.35%、12.80%、

10.97%和8.92%，分别较2017年同期波动1.70、-2.12、-2.59%、1.24%

和-4.85个百分点。

证券公司经纪、自营业务收入同比分别下降6.38%和19.24%，

传统业务与证券市场关联度过高，未来收入存不确定性，财富管理

成转型方向。进入2018年，在中美贸易摩擦及金融去杠杆的影响下，

市场资金流动性趋紧，股票市场行情呈现震荡下行局面，截至2018年

6月末，上证综指较年初跌幅为13.90%；市场交投活跃度不高，1~6月，

沪深两市股票、基金累计成交金额为57.44万亿元，同比上涨1.39%。与

此同时，债券市场利率上行，市场违约频发；经纪业务佣金率持续下行

寻底。基于上述因素，2018年1~6月，证券公司实现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

收入和证券投资收益（含公允价值变动）分别为363.76亿元和295.50亿

元，同比分别下降6.38%和19.24%；其中，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已

下降至2015年以来的同期最低值。证券公司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与证

券市场关联度高，未来收入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且今年以来债券市场

违约频发，需关注相关投资风险。

与此同时，行业佣金率的探底、业务同质化以及市场低迷驱动证

券公司开始向财富管理转型，部分证券公司在内部架构，高净值客户

服务，培育投顾团队等方面布局，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具有竞争力的

产品体系和专业的投顾将成为证券公司的发展优势。

IPO审核趋严、再融资预冷、债市企稳，投行低迷态势未改，内

控合规成监管重点。

证券公司投行业务收入与资本市场融资规模呈较高相关性，

2014~2016年，证券市场股权融资规模由0.91万亿元增长至2.11万亿元，

复合增长率52.62%；债券融资规模由12.19万亿元增长至36.29万亿元，

复合增长率72.57%；证券公司证券承销保荐净收入2与融资总规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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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同比例增长，由240.19亿元增长至519.99亿元，复合增长率47.14%。

2017年，股权融资规模同比下降18.51%至1.72万亿元，债券融资规模同

比增长12.33%至40.76万亿元，证券公司证券承销保荐净收入同比下降

26.11%至384.24亿元，主要是股权融资规模下降及债券承销费率下降

所致。

2018年上半年延续了2017年的市场走势，2017年10月以来，IPO审

核趋严、过会率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带动发行节奏相对缓慢；2018

年上半年，共有111家企业接受发审委审核谋求A股上市，58家企业顺

利过会，过会率仅为52.25%，较2017年下降25.62个百分点；IPO发行

规模合计923.87亿元，发行家数63家，分别较去年同期下降74.49%和

26.40%。同期，受再融资新规的影响，再融资规模仅为0.55万亿元，同

比下降23.08%，延续下降走势。在金融去杠杆的监管环境下，债券市场

利率均出现明显上升，导致债券发行人延长发行甚至取消发行，证券

公司债券承销方面虽然较去年同期有所好转，但仍处于较低水平，1~6

月证券公司各类债券承销金额2.0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8%；基于上述

因素，证券公司1~6月实现证券承销保荐及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162.02

亿元，同比下降26.72%。

从投行业务集中度来看，市场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大中型证券公

司承销保荐能力也更加凸显，截至2018年6月末，股债承销前十大证

券公司市场份额为61.34%，较2017年末增长4.14个百分点。2018年上半

年，证监会推出CDR试点，拥有全球业务布局的综合性龙头券商在获

取CDR业务方面更具有优势，预计下半年该项业务将给部分大中型券

商带来业务增量。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上半年，监管层对证券公司开出罚单34

张，其中17张涉及投行业务，对投行业务造成一定冲击但也对证券公

司投行业务内控合规提出了更高要求。

证券公司信用交易业务收缩，两融余额下降，股票质押业务风险

逐渐暴露。随着2018年以来股市震荡下行，沪、深两市两融余额在2018

年1月达到近23个月的高点后开始下降，截至2018年6月底，两融余额为

0.92万亿元，较2017年底减少10.68%。股票质押业务方面，在金融去杠

杆背景下，市场资金面偏紧，加之股票质押新规的出台以及股市的大

幅下跌，股票质押业务面临风险逐渐暴露，证券公司股票质押业务标

准提升，业务规模也随之下降；2018年1~6月，证券公司股票质押业务交

易参考市值约为0.65亿元，较2017年同期下降92.87%。2018年1~6月，证

券公司实现利息净收入112.92亿元，同比大幅下降42.95%。

从股票质押业务风险来看，根据联合评级不完全统计和测算3，

截至8月23日，约722只个股质押的部分股权触及了平仓线，涉及的总

股数约907亿股，总市值约9,113亿元；且因涉及监管、限售以及减持新

规等多方面因素，部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业务虽触及平仓线但未能平

仓，存在潜在风险。但是，考虑到上半年证券公司净利润大幅下跌主

要是股票质押业务减值损失较大所致，可以看出，证券公司已经针对

股票质押业务风险计提减值损失；另一方面，截至6月30日，上证综指

为2,847.42点，至8月23日上证综指为2,724.62点，较6月末跌幅为4.31%，

股票市场位于低位运行，7、8两月有所下降但未来下降空间有限；部

分股票质押业务来自证券公司通道业务，对证券公司自身影响不大，

同时，触及平仓线后证券公司可要求个股股东追加担保品。根据联合

评级不完全统计和测算，截至2018年8月23日，股票质押业务平均履约

保障比例为1.54倍，当市场继续下跌约16%时将触及平仓线。综合以上

因素，预计股票质押业务对证券公司利润尤其是7、8两月的利润会造

成一定影响，整体来看对下半年利润情况影响幅度有限。值得注意的

是，今年以来，上市公司黑天鹅事件频繁发生，从而导致证券公司面临

个股质押风险增加，将对“踩雷”证券公司造成较大影响。

图5  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业务情况（单位：亿元） 图6  两融业务余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证券业协会，联合评级整理。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3  质押率按 40%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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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证券公司资管业务规模统计（单位：万亿元） 图8  证券公司前十大营业收入和净利润行业占比（单位：%）

资料来源：Wind，联合评级整理。 资料来源：证券业协会、Wind，联合评级整理。

资管业务“去通道”但收入未明显下滑，业务转型效果初显，

主动管理能力成资管业务核心竞争力。证券公司资管业务自2016年

的“资管八条底线”开始调整，2017年4月开始证监会提出对资金

池和通道业务限制，此后业务规模步入下行区间；2018年4月《关于

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出台进一步加速了资

管业务规模尤其是通道业务和“资金池”业务的收缩。截至2018年

6月末，证券公司资管业务规模合计15.28万亿元，较该项业务最高

点下降18.62%，较2017年末下降9.52%，减少1.61万亿元，其中1.43

万亿元来自定向资管计划。从资管业务结构来看，定向资管计划仍

占主要部分，但其占比有所下降，由2017年末的85.25%下降至2018

年6月末的84.89%。2018年上半年，证券公司实现资产管理业务净

收入138.88亿元，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也表明资管业务规模下降

并未影响资管业务收入，主动管理费率要高于通道业务管理费率，

证券公司转型成效开始显现。

我们也关注到，2018年7月发布的资管新规配套细则在一些细节

和过渡期安排上略有放松，降低了资管新规过渡期内非标投资的难

度，有利于缓解信用紧缩压力，但监管大方向并未发生变化，通道业

务仍将继续收缩，证券公司不断提升投研能力和主动管理能力依然是

未来行业趋势。此外，资管新规暂未对ABS业务作出限制，而ABS市场

潜力巨大，将成为资管拓展业务的“必争之地”，截至2018年6月底，证

券公司发行ABS规模达5,918.22亿元，较2017年同期增长38.14%。

严监管环境和不利的市场环境下，证券公司“强者恒强”，行业

集中度有所提升；多元化的大型证券公司业绩稳定性较强，经营

业绩受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变动的影响较小，大中小型证券公司

业绩分化格局进一步显现。

近年来，证券公司行业集中度不断提升，并有进一步提升的趋

势。2018年上半年，证券行业业务集中度进一步提高，1~6月，前十大

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在全行业占比小幅提高至41.74%，净利润在全行业

占比大幅上升至69.49%，较2017年上升19.9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7

年，大、中、小型证券公司业绩分化格局进一步显现，大型证券公司得

益于多元化的业务布局，经营业绩受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变动的影响

较小，业绩波幅明显小于中小证券公司，业绩稳定性较强。2018年1~6

月，前十大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降幅分别为9.44%和13.25%，明

显低于行业平均降幅；其中中信证券、海通证券、申万宏源证券等大型

证券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

未来随着我国证券业的逐步成熟，业务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具有

丰富经验和专业化水平较高的大中型证券公司可能获得更大的竞争优

势；同时《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利好综合性大证券公司，行业集中

度可能进一步上升。

净资本为证券公司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证券公司亟须通过融资

充实资本实力，全行业净资产规模有所提升；同时，行业杠杆水

平小幅上升，流动性保持较好水平。

增加资本金是金融机构降低风险提升未来盈利的有效手段，

多家证券公司通过IPO、配股、增发等方式来进行增资扩股，充实资

本实力。2018年以来，华西证券、南京证券和中信建投3证券公司相

继登陆A股，合计募资81.77亿元，随着中信建投的上市，目前业内排

名前十的券商均已实现上市，胜利证券则在H股上市；此外，计划上

市的证券公司达到17家，其中，华林证券、长城证券、天风证券已成

功过会，东莞证券、红塔证券、国联证券、中泰证券4家券商在IPO

审核排队中；处于“辅导备案登记受理”状态的券商有10家，分别是

万联证券、中银国际证券、国开证券、华龙证券、德邦证券、国融证

券、湘财证券、渤海证券、财达证券、恒泰证券。另有部分证券公司

通过再融资方式扩充资本，如华泰证券、兴业证券、申万宏源、海通

证券、广发证券等通过配股、定增等方式募集资金。2018年，据不

完全统计，累计已有不少于10家证券公司通过各种方式补充资本金

规模，涉及增资额合计约4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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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6月末，131家证券公司净资产为1.86万亿元，较年

初基本持平，净资本为1.56万亿元，较年初小幅下降1.27%，资本实

力保持稳定。

证券公司杠杆水平略所有上升，行业整体流动性较好。在以净

资本和流动性为核心的风控体系下，证券公司债权融资需求也不断

增长，行业财务杠杆水平有所上升；截至2018年6月末，证券公司自有

负债为3.4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5.57%，自有资产负债率为64.71%，较

2017年末增长1.23个百分点，财务杠杆倍数为2.83倍，较2017年底的

2.75倍小幅增长。

从资产流动性来看，截至2018年6月底，证券公司自有资产为5.27

万亿元，较2016年底增长3.74%；资产构成以投资类资产、现金类资产、

两融类资产以及股票质押资产为主，行业整体资产流动性较好。

二、证券行业2018年下半年信用风险展望

严监管趋势将会延续，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仍是证券行业的工

作重点，需对证券公司风险事件保持关注。2018年以来，证监会陆续

出台或更新了多项行业政策，进一步引导证券市场参与机构规范自身

行为，防控风险；截至6月末，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已对27家券商开出

34份行政处罚书和自律监管文件，延续了此前的严监管态势。

2018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提出“稳就

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将成为下半年考量经济

走势的重要标杆。在金融去杠杆以及“稳”字当头的大背景下，预计2018

年下半年严监管态势将会进一步延续，要求证券公司持续加强自身合规

管理和风险控制，对于证券公司相关风险事件的发生仍需保持关注。

资本为王时代，证券公司补充资本大势所趋，但增速趋缓，行

业整体信用水平保持稳定。证券公司通过多种途径补充资本源于内

在需求与外在压力；一方面，在市场行情低迷、监管趋严以及金融

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的背景下，证券公司面临生存和转型压力增加，

牌照红利渐失，核心竞争力转向资本实力、财富管理能力、金融科

技运用、风险定价能力等方面，需要充沛的资本金作为支持；另一方

面，在当前风控管理办法下，证券公司业务受制于资本，其对于资本

的需求也更为强烈；证券公司净资产自2016年中旬开始保持增势，预

计2018年证券公司行业资本补充趋势仍将持续，但资本补充增速将

会放缓。在当前监管趋严和市场风险增加的环境下，证券公司资本

实力的提升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抵御风险和化解风险的能力，行

业整体信用水平保持稳定。

此外，2018年3月，证监会发布的《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征

求意见稿）》提出对证券公司控股股东净资产、股东背景等作出严

格要求，旨在加强对股东的管理，选择实力强的企业做证券公司股

东也是在现有的防风险、去杠杆的大背景下的举措，有利于提升行

业信用水平。

国际形势复杂化、证券市场震荡走势或难以改善，证券公司短期

业绩承压。2018年8月召开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上提出，“在流动性总量保持合理充裕的条件下，面对实体经济融资

难、融资贵的问题，必须更加重视打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向市场释放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信号；同时，

资管新规配套细则落地较之前柔和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信用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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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加之CDR试点或带来部分业务增量，IPO过会率自7月开始小幅

提高，证券公司经营环境或有所改善，但整体来看，对证券公司行业利

好有限。

随着美元加息和贸易战引发的国际形势复杂化，2018年我国经济

下行压力较大，资本市场振幅加剧，市场信心短期内或难以恢复，证券

公司各业务条线或继续承压；具体来看，市场交投活跃度不高及证券

公司佣金率继续下滑或保持低位对经纪业务收入水平的影响，股票市

场震荡行情和债券市场违约频发带来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的增加

对自营投资业务带来的不确定性，IPO过会率较低、再融资预冷和政

策变动对投行业务的冲击以及股票质押业务暴露出来的潜在风险的

增加都将对证券公司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证券公司业务转型加速行业集中度提升，行业格局将进一步

分化，证券行业“强者恒强”的局面凸显，对中小券商保持关注。资

管新规的落地、佣金率的探底、业务同质化的加剧以及传统业务牌

照红利的渐失将倒逼证券公司业务转型，未来机构业务、财富管理、

主动管理业务将是证券公司转型的重点，随着核心竞争力转向资本

实力、风险定价能力、金融科技运用，将加速证券行业集中度的提

升；而《证券公司分类监管规定》也进一步突出监管导向，加分指标

方面有利于大型综合券商通过自身雄厚的资本实力、良好的投研能

力以及跨境业务能力等获得加分优势；由此，证券公司行业格局会

进一步分化，证券行业“强者恒强”的局面将进一步凸显，中小证券

公司面临竞争更加激烈。

从企业个体层面来看，业务多元化的大中型证券公司业绩稳定性

较强，抵御市场和政策风险能力更强；业务排名靠前、资本实力充足的

大中型证券公司更易获得更高分类评价，也为其业务范围的布局以及

业务资源的获取带来竞争优势；金融“强监管”延续，证券公司回归主

业，而合规风险上升，合规管理规范、风控严格的证券公司更具有持

续的发展能力；具有较强股东背景的证券公司获得资本及业务等各方

面支持的力度较大，化解风险的能力更强，因此，此类证券公司普遍具

有较高信用水平。

行业研究 Industry Research 联合信用研究
Lianhe credit research

什么是境外金融机构法人发行的债券？
境外金融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即“熊猫债”，即是境外金融机构在我国发行的人民币债券，它与日本的

“武士债券”、美国的“扬基债券”统属于外国债券的一种。

境外金融机构法人在我国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应提交哪些材料？
根据2018年9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制定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境外

金融机构法人发行债券应向中国人民银行提交以下材料：

（1）债券发行申请；（2）发行人有权机构关于同意债券发行的有效决议或其他证明文件；（3）募集说明书；（4）近

三年的财务报告、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财务报告（若有）；（5）境外金融机构法人发行债券还应同时提供所在国家或

地区金融监管当局同意其开展相关金融业务有关证明文件；（6）信用评级报告及跟踪评级安排说明（若有）；（7）担保

协议及担保人资信情况说明（若有）；（8）境内及发行人所在国家或地区具有相关法域执业资质的律师事务所等法律

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境外金融机构法人在我国银行间市场所发行债券的评级机构应具备哪些资质？
根据2018年9月8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制定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境外

机构发行债券的评级报告应由经认可的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机构出具。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境外机构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

有关银行间市场境外金融机构法人发行债券的基本知识

评级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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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二季度中资美元债研究报告
文 |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主权部 

一、中资美元债1发行市场环境

中国对企业境外发债政策的整体基调仍持续鼓励中资企业境外融资，

但在去杠杆持续深入，严防金融风险的背景下，监管政策有所收紧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减少境外发债审批流程、简化手续等方面

做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中资企业跨境融资起到了积极的促

进作用。2015年9月发改委新外债管理办法中将原有的审批制改为备

案制，简化了备案登记程序，降低了发行难度，客观上刺激了2016-17

年中资美元债的发行放量。2016、2017年中国政府又陆续在企业外

债资金汇回、资金使用、融资杠杆率方面进一步推进便利化措施，总

体看中国对企业境外发债保持相对宽松的监管政策，持续鼓励中资

企业境外融资。

但另一方面，2018年以来，境内债市违约事件增加的风险传导效

应，中资美元债违约的渐趋常态化，叠加中国严控金融风险、去杠杆

进一步深化的背景，导致跨境发债监管环境有所收紧。从二季度发布

的具体监管政策看，2018年6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发

布《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通

知》，提出要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合理控制外债总量规模，优化外债

结构；并提出引导规范房地产企业境外发债资金投向，规定境外发债

主要用于偿还到期债务，限制外债资金投资境内外房地产项目、补充

运营资金等。在此背景下，二季度中资美元债发行量明显下滑。

中美国债利差呈缩窄态势，人民币汇价波动加剧，对中资美元债市

场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2018年二季度以来，美联储如期加息，收紧货币政策步伐持续，

中美各期限国债利差均有所收窄。具体来看，1年期、5年期和10年期中

美国债利差分别收窄37.41、48.62和38.01个BP分别至0.82%，0.62%和

0.63%；中美利差缩窄加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二季度，人民币汇率波

动加剧，贬值趋势明显，至6月底人民币兑美元突破6.60 的关口，季度

内累计贬值逾5%。由于境内发行主体收入多为人民币计价，人民币贬

值加剧了发行人的偿债压力以及成本压力。同时，人民币贬值也使得

中资美元债以人民币计价的收益率下跌，对境内投资者而言吸引力减

弱，对中资美元债市场形成一定压力。因此，发债企业需更多关注外汇

市场变化，灵活运用货币互换、利率互换、远期外汇买卖、期权、掉期

等金融产品，合理持有外汇头寸，有效防控外债风险。

中资美元债继续出现违约，市场审慎情绪升温

国内债券市场自2014年打破刚兑以来，离岸美元债市场的违约

事件也逐渐增加。2018年以来，中资美元债违约债券均为中国国储能

源化工集团股份公司（简称“国储能源”）及其子公司发行。

从2018年二季度情况看，国储能源未能在5月11日到期的3.5亿美

元5.25%票据上支付赎回款项；公司公告称公司美元债出现技术性违

约。2018年5月16日，公司关联方金鸿控股的“15 金鸿债”停牌。2018

年5月27日，国储能源公告称，由其全资子公司发行并由其提供担保的

3.5亿美元债未能偿还，构成实质违约。国储能源公告称，未能按时偿

付的原因是过去两年中国信贷紧缩，限制了其在中国的融资渠道，包

括银行借款和债券发行。由于国储能源及其子公司的现金流和资本

需求持续增加，导致了公司的流动性紧缩。中资美元债违约事件或将

降低风险偏好，对市场情绪和融资环境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二、中资美元债一级市场发行情况分析

2018年二季度中资美元债发行规模有所下滑

2017年，一方面由于中国境内市场利率抬升、去杠杆流动性收

紧、人民币汇率企稳，大批中资企业转向海外进行债券融资，另一方

面，自2016年底市场预期美联储将进入加息周期从而提前发债的因

素，同时推动境外美元债发行规模创下新高。在经历了2017年爆发

式增长之后，2018年年初以来，随着去杠杆的不断深入，整体融资环

1 中资美元债又称“功夫债”，指在离岸债券市场由中资企业发行的美元计价债券。本文中资美元债是根据彭博“功夫债”板块数据，按发行币种为美元，风险涉

及国家定义为中国（即主要业务在中国），排除 CD（银行同业存单）筛选。

债券市场 Bo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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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彭博 BClass1 级统计。

境一再趋紧。4月份资管新规落地进一步严控非标融资渠道，违约事

件频发，境内再融资压力传导到境外，加上六月中旬以来人民币贬值

压力加剧，中资美元债的市场也经历了缓慢调整。2018年二季度，中

资美元债发行规模出现下滑，共发行中资美元债124期，总发行规模

444.73亿美元，发行期数和发行金额环比分别下降11.43%和19.88%；

同比2017年二季度，发债期数上升7.82%，发行金额下滑35.26%，单笔

平均融资规模有所下滑。

发行方式仍以非公开发行的RegS和144A为主

中资美元债的发行方式主要有三种，分别是RegS、144A、SEC注

册发行。其中SEC注册属于公开发行方式，而RegS和144A属于非公开

发行方式。从严格程度看，SEC公开发行对信息披露的要求最为严格；

而RegS和144A两种属于非公开发行方式，主要区别在于RegS主要用于

向海外投资者发行债券，144A则主要面向美国本土投资者发行，因此

144A的信息披露要求比RegS更加严格。从2018年二季度情况看，RegS

仍是中资美元债占比最大的发行方式，发行金额占总规模的88.80%，同

比、环比均继续上升；其次是144A方式，本季度发行总额占比6.10%，同

比、环比出现下降。同时，选择SEC公开发行方式的发行人本季度有所

增加，占比3.23%，环比、同比分别上升0.53个和3.23个百分点。

发行架构仍以担保发行为主，直接发行、维好协议发行的规模总体

呈现上升趋势

从发行架构看，中资美元债发行架构主要包括直接发行、担保发

行、担保+维好协议双重架构和维好协议发行等。由于担保发行能够

有效降低发行利率，2018年二季度，担保方式发行的中资美元债比例

仍维持最高，按金额占发行总规模的55.25%，环比上升近10个百分点，

同比有所下降；2044号文出台后，国家发改委放开了境内企业直接发

债的监管，直接发行的中资美元债有所增加，本季度直接发行金额占

总规模的28.66%，环比有所下滑，同比上升逾11个百分点。采用维好协

议增信的发行金额本季度也出现上升，占总发行规模比重为7.29%，同

比、环比分别上行逾3个和7个百分点；采用担保+维好双重架构增信的

发行规模占总额的8.80%，环比有所下滑，同比上升逾3个百分点。

收紧的金融监管、持续的地产调控令发行人行业仍集中于金融业、

房地产领域

从发行人主体类型2看，2018年二季度，公司及政府相关类发行

人仍是中资美元债发行的绝对主力。按发行期数和发行金额口径看，

公司类发行人占比分别达到约60%和56%；环比、同比均有所下滑；政

府类发行人占比分别约36%和43%，环比同比均有所上升。

从发行主体行业分布3看，MPA监管体系的升级对银行资本充

足率的更高要求，以及地产融资政策收紧带来的替代效应令金融业

和房企成为2017年以来中资美元债发行主力。2018年二季度，中资

美元债仍以金融及房地产企业为主；两行业发行债券期数及金额占

比均过半，合计分别达到约77%和73%（详见图5）。其中金融债共发

行52期，规模为177.28亿美元，发行期数和金额占比分别为41.94%和

38.74%；房地产债券共计发行44期，规模为156.38亿美元，发行期数和

金额占比分别为35.48%和35.16%。金融债主要包括银行债、非银金融

机构债券，其中商业银行等银行类机构发行债券25期，规模为97.82亿

债券市场 Bond Market

3  按彭博 BICs2 级行业分类统计。

图2  2017Q2/2018Q1/2018Q2中资美元债各发行期限占比
（发行金额占比，%）

资料来源：Bloomberg

图1  2017Q2/2018Q1/2018Q2中资美元债发行票息分布
（发行金额占比，%）

资料来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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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服务机构合计发行债券

27期，规模为74.47亿美元。

发行利率整体上扬，房地产行业表现明显；浮息债券因能规避利率

风险对投资者吸引力增加

2018年二季度，从发行利率来看，中资美元债平均发行票息为

5.34%，环比上升18个BP，同比上升97个BP，发行利率成本整体呈现

上扬态势。发行票息在0-2%、2-4%、4-6%、6-8%、8%以上的金额占

比分别为1.52%、39.58%、23.90%、28.48%和6.51%，以中高利率为

主，发行利率中枢上移明显。二季度，发行票息在中高区间4-8%的金

额占比达52.39%，环比上升3.95个百分点；同比大幅上升25.33个百分

点；而0-4%中低区间的金额占比则环比下降4.95个百分点至41.10%；

同比大幅下行18.65个百分点。

其中，房地产的发行利率上行明显，2018年二季度平均发行票息

为7.34%，环比上升99个BP，同比上行57个BP；多家房产板块企业，包

括华南城、国瑞置业、正荣地产、毅德国际等，发行票息均在10%以

上；主要可能由于二季度监管层限制房企发外债投地产项目后，连日

来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贬值，导致企业美元债偿付压力上升，令市场

对持有大量美元债房企的担忧加剧导致。

从票息类型看，2018年二季度，虽然固定利率债券仍是最主要

类型，占到总发行期数的67%，但浮动利率中资美元债发行数量占比

明显上行，二季度占发行总期数的31%，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约22个

和12个百分点，显示出中资企业更加灵活的负债管理，以及在美联储

加息背景下，浮息债券可规避利率风险的特征令其对投资者吸引力

的增加，详见图1。

1年以内期限美元债发行高涨，5-10年期仍在发行金额占比最大；

10年期及以上发行占比下滑

2017年以来，由于从境外借入1年期以上资金需要得到发改委的

批复，1年期以下外债则不需要，在境内融资环境趋紧下，为抢时间窗

口与简化发行流程，1年期以下中资美元债发行开始放量。2018年二季

度，1年以内的中资美元债发行金额在总发行规模中的占比继续显著

提升，达12.78%，环比上升4.44个百分点，同比上行9.20个百分点，且自

2017年起处于持续增长趋势（详见图2）。同时，虽然发行期限为5-10

年期中资美元债券占比有所下滑，但仍在发行金额中占比最大，达到

70.76%。10年期及以上期限发行金额占比则自2017年来波动下行，

2018年二季度为13.33%，环比和同比分别下降14.94和18.76个百分点。

评级缺失现象仍广泛存在，投机级债券发行比重上升，房企占绝

对多数

长期以来，中资美元债评级缺失现象一直较为严重。一方面，部

分公司不愿透露其生产信息，加上自身国际知名度较高选择放弃评

级；另外，评级流程较长，发行人恐错过发债窗口也是不愿选择评级

的原因。

2018年二季度，从中资美元债债项评级的角度看，无评级债券4 

占全部发行期数的比例为45.16%，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9.19个和12.12

个百分点，评级缺失的现象仍广泛存在（详见图3）。从发行债项资质

看，2018年二季度，BBB-以下投机级5高收益债券占全部债券期数的

42.65%，环比和同比分别上升5.57和21.87个百分点，投机级债券发行

比例显著上升；而在本季度发行的投机级债券发行人中，房企占比逾

82%，其余来自金融和服装纺织行业。

联合信用研究
Lianhe credit research

4  “无评级债券”指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均未给予级别的债券，以下同。
5  级别按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给予的最高级别统计，以下同。

图3  2017Q2/2018Q1/2018Q2中资美元债债项级别分布

资料来源：Bloomberg

注：发行期数占比；内圈和外圈分别为2017Q2、2018Q2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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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资美元债二级市场表现

总体延续一季度回调趋势

2018年二季度，受到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以及国内流

动性紧缩、信用风险事件集中爆发等影响，中资美元债二级市场延续

了一季度的回调趋势，Markit iBoxx中资美元债指数二季度总回报率

为-1.42%，环比下降0.2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2.4个百分点，略低于亚洲除

日本美元债指数二季度总回报率（-1.31%）。其中，高收益债券下滑趋势

较为明显，二季度回报率跌至-4.80%，环比下降4.20个百分点，同比下降

4.88个百分点；投资级债券二季度相对波动幅度不大，回报率为-0.22%，

跑赢2018年一季度，环比上升1.09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39个百分点。

具体来看，2018年二季度由于房地产行业持续调控、融资渠道收

紧，风险较高，债券持有人避险抛售，房地产行业回报率跌幅最为明

显，跌至-3.46%，环比下降2.19个百分点，同比下降3.88个百分点。非金

融机构2018年二季度回报率为-1.47%，延续了一季度的下跌，但下跌幅

度有所减弱，回报率环比上升0.21个百分点，同比下降2.73个百分点，

其下跌主要受到高收益债券拖累（回报率-7.08%）。金融机构2018年

二季度回报率为1.37%，回调幅度较一季度扩大，环比下降0.64个百分

点，同比下降2.06个百分点。

四、中资美元债市场展望

中资企业境外发债政策环境有所收紧之下，中资美元债扩容速度或

放缓；短期限债或将继续放量

展望2018年下半年中资美元债市场，虽然中国对企业境外发债

政策的整体基调仍将维持相对宽松，持续鼓励中资企业境外融资，但

在去杠杆持续深入，严防金融风险的背景下，叠加境内债市违约事件

增加的风险传导效应，中资美元债违约的逐步常态化，政策方向趋于

审慎收紧。6月28日两部委发文严防外债风险，房地产行等行业跨境

发债可能受到一定影响，同时，趋紧的政策/舆论等因素也将在一定程

度上降低市场风险偏好，市场增速可能放缓。房企发债可能受到的限

制增多，而涉及新兴产业、绿色产业、高端制造业以及“一带一路”建

设等项目资质较好的大型企业将得到更好的政策鼓励。

中期内，由于中资美元债的融资替代效应依然存在，再加上到期

债券置换需求的增加，以及中资企业国际化布局加快，在整体环境仍

鼓励企业境外发债的背景下，中资美元债市场预计仍将持续扩容。同

时，由于国家发改委对一年以内债券暂未实行备案登记制度，首次境

外发债的中资企业或将尝试首先发行短期债券，预计2018年下半年短

期美元债的发行或将继续放量。

国常会确认货币边际宽松，企业融资压力或将小幅减轻，但经济下

行压力下部分行业企业信用风险仍需关注

国务院7月23日的常务会议确认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松

紧适度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边际宽松得到进一步确认。之后，央

行进行大额MLF投放，显示下半年流动性环境将趋向宽松。同时，加

上减税等积极的财政政策，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改善。

但另一方面，在外部中美贸易战、内部中国经济仍面临下行风险背景

下，部分行业和企业的融资压力依然突出，或导致其信用风险有所增

加，需要投资者保持持续关注。

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国际化步伐加快，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

目前我国关于境外发行人民币债券评级方面的法律法规尚待完

善，中资美元债评级多由国际三大评级机构主导。近年来，我国本土

的信用评级公司加快了国际化布局的步伐，除大公香港、中诚信亚太

等分支机构以外，联合国际也于近期获得了香港评级牌照。由于其对

国内本土企业的信用状况更为了解，因此在离岸债券评级方面具有天

然的优势，国内企业在发行中资美元债时，也将面临更多的选择，中资

本土评级机构的市场占有量未来有望进一步提升。

债券市场 Bond Market

2017Q2 2018Q1 2018Q2

金融机构 0.68% -0.73% -1.37%

金融机构-投资级 0.96% -0.70% -0.08%

金融机构-高收益 -0.16% -0.60% -3.84%

非金融机构 1.26% -1.68% -1.47%

非金融机构-投资级 1.35% -1.80% -0.34%

非金融机构-高收益 0.57% -0.58% -7.08%

房地产 0.43% -0.67% -3.46%

房地产-投资级 1.49% -0.85% -1.97%

房地产-高收益 -0.18% -0.54% -4.63%

表1   2017Q2/2018Q1/2018Q2中资美元债分行业回报率

资料来源：Bloom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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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交换债的评级实践研究

可交换公司债券（Exchangeable Bonds，下简称EB或可交债）是

成熟市场存在已久的固定收益类证券品种，它赋予债券持有人在一

定期限内有权按照事先约定条件将债券转换成发行人所持有的其

它公司的股票。国外可交换债产品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在欧美、亚

太等市场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和发展，其作为混合资本债券的细分品

种在全球债券市场的比重逐渐增大。根据Dealogic统计，可交换债

在金融危机前每年保持着百亿美元以上的发行规模，在经历金融危

机引发的低谷之后，2014年年发行规模逐步恢复至200亿美元。

我国可交换债法规始发于2008年10月1，但鉴于股权质押法律

操作方面存在瑕疵，直至2013年10月，首单可交债—“13福星债”才

在深交所发行。在经历了证监会、沪深交易所若干配套法规规范

后，可交换债作为盘活存量股权的重要手段逐渐成为发行人、投资

者格外青睐的品种。截至2017年末，我国累计已经发行可交换债189

只，发行规模达到2,174.11亿元，主要以私募发行为主。从评级要求

看，目前监管层要求公募可交换债须经资信评级机构评级且债券信

用级别良好，私募可交债则无强制性评级要求2。

一、国内外评级机构的可交债评级理念

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关于可交换债的评级方法及实践来看

（如下表1），目前三大评级机构均未发布专门的可交债评级方法，

其对可交债的评级规则散落在各机构已发布的评级准则及各类专

项评级方法中。其中，标普将其放入专项评级方法中，出台了专门的

适合非金融机构的混合资本工具评级方法，而穆迪和惠誉则将其列

入有担保债券的大范畴中。从整体上看，三家机构均通过对债项评

级要素的诠释来阐述各自评级理念，主要表现在对换股及质押条款

担保能力的判断差异上。

不同于国外评级机构，国内多数评级机构发布了专门的可交换

债评级方法，评级理念较为相近，主要从发行主体长期信用水平、债

券条款设置、质押股票的担保分析三个方面来综合评判发行主体对

本期可交换债券的偿还能力，揭示可交换债券的违约偿付风险。

基于评级理念的不同，在主体违约可能性分析的基础上，评级机

构对于可交换债债项的判断略有不同。由于存在回收率和预期损失

率两种判断模式的差异，部分机构（如标普和惠誉）根据债券回收情

况的不同，一般是在主体信用等级基础上3上调1~3小级（如由A上调至

AA），而穆迪则采用预期损失模型，债项评级一般不高于主体评级。

此外，对于条款、回收率的判断各家机构的掌握尺度也会有差异。

整体来看，目前国内外主流评级机构普遍将可交债视为具有换

股期权条款的债务融资工具，评级视角集中于判断可交债的换股可

能性及以股权作为质押增信措施下的债券偿债风险分析。

二、可交债与其他信用债的评级差异

作为内含期权的债券，可交换债的条款分析更类似于可转债，但

1  证监会 2008 年 10 月首次发布《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的规定》，意在借助可交换债解决大小非减持的问题。
2  参见 2015 年 1 月证监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 2008 年 10 月《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试行规定》第二条。 
3  各家机构依据主体评级属于投资级和投机级的情况，债项调整有所差异，此处指投资级的情况。

机构名称 主要相关文件 评级思路

标普
《一般标准:方法和假设—不受审慎监管的公司实体和其他发行人发

行的混合资本工具特征分析》、《专项标准：混合资本债券手册》等

债券的股性判断中，发行人意图处于首要因素，发行人意图对其自身未来的债务结构、关键债券条款设置影响

最大；其次需关注债券条款设置，条款设置与发行人意图需要印证分析。债券条款按照股性特征分为（偏股/偏

债/中间类），需要考虑未来条款实施及再融资条件变化对发行人偿债压力的影响。

穆迪
《担保债券评级方法》、《跨行业评级方法：混合资本债券》、《跨行业

评级方法：对可变条款的考虑》等

采用预期损失模型，以主体评级为基础，通过主体评级对应的理想违约概率以及计算出的债券回收率得出债

券的预期损失率从而获得债项评级。对于含权债券（如可交债），需要考虑转/换股状态对预期损失的影响。

惠誉 《担保债券评级方法》等

债项级别根据债券的回收率在主体评级基础上进行调整而得出，惠誉根据AP比率（Asset percentage，类似于

覆盖倍数或抵押比率）决定信用级别提升的水准。一般投资级可在主体级别基础上提升2个小级别，AP比率参

照已有级别债券样本在违约回收状态下、处于保本情况下的平均水平确定。

表1   国际三大评级机构对可交换债的评级方法概览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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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与可转债的最大区别在于转股标的持有人不同，可转债转股后会直

接增加发行人权益，而可交换债换股后会减轻发行人的偿债压力但

对自身权益无影响。如下表2，相对于其他债券品种（如永续债、优先

股），可交换债、可转换债主要是通过换股、回售、赎回等条款设置反

映换股/转股意愿，而永续债、优先股更多的是通过偿付顺序安排、利

息支付、赎回条款从实质上反映发行人的偿债意愿继而突出股性。

相较于普通公司债券，可交换债的主要评级差异在于换股可能

性和质押股票担保能力两大方面，下面本文主要从上述两点对可交

债的评级要素进行分析。

三、换股可能性及评级分析

条款分析

相较于转债发行人明显的转股意图，可交债发行人的融资意图

项目 普通公司债 可交换债 可转债 永续债 优先股

评级思路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债项

（债券条款分析）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债项（债

券条款设置+质押股票担保

分析）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债项（转

股条款设置分析）

主体信用等级+债项（债券条

款设置分析）

主体信用等级+债项（优先股合同

条款分析）

条款关注 清偿顺序、担保措施
换股价格、换股期限、回售条

款、赎回条款、向下修正条款

转股价格、转股期限、回售条

款、赎回条款、向下修正条款

赎回或延期条款、利率重置

条款、利息递延支付、清偿顺

序条款、吸收损失等条款

优先股受偿顺序；股息是否可累

积；是否约定选择性或强制性延迟

给付条款；是否约定转股条款

债券会计处理（发行人） 计入负债 计入负债 计入权益和负债 视具体情况可计入权益 计入权益

表2   非金融企业债券融资工具评级方法对比简析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表3   可交换债常见换股条款分析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试行规定》、《关于中小企业可交换私募债券试点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等，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项目 相关条款设置 政策规定

换股条款

换股价格 取决于换股价格与标的股票市价的差价，换股价一般较低（如小于市场价格的25%）则有利于转股

公募债换股价不低于募集书公告前前20日和前1日交易均

价；私募债不低于发行前一日标的股票收盘价的90%以及前

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价的90%

换股期限 换股期限越长，换股机会越多，换股可能性相对越大
公募换股条款有生效时间，一般为发行1年后开始；私募EB的设

置则更为灵活，不少以股份解禁为界

回售条款

回售触发条件 需要看标的股票市场价格低于换股价格的幅度，幅度越大出现回售的可能性越大

无硬性固定，一般为有条件回售，正股5价格在一段时间内低于

换股价格的某个比例时，债券持有人可以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将

债券回售给发行人

回售价格
回售价格一般为债券面值加计利息，利率一般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但高于债券票面利率。若回售价

格高，发行人的偿债压力也就越大，偿债风险也就越高

回售期限 回售期限越长则回售可能性就越大

赎回条款
股票市场价格连续高于换股价格达到一定幅度时可赎回，赎回条款给债券持有人施加了一种压力。换股期前就设赎回

条款甚至赎回条款作用期是在整个期间，可能意味着发行人不愿放弃高价减持或者是换股意愿不强
无硬性规定

下修条款

启动下修时，标的股票市场价格低于换股价格的幅度要小于投资者行使回售条款时的幅度，即在投资者可以开始行使回

售权力的条件出现之前，发行人可能已调低换股价格；偏股型EB普遍下修条款较为宽松便于操作，下修动力将主要来自

避免回售的出现

无硬性规定，一般情况下，换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的触发条件是

连续20（或30）个交易日中任意10（或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换股价格的80%（或85%或90%）

相对复杂。一般而言，可交债发行人意图主要来自两大类：一是低成

本融资（偏债），二是溢价减持（偏股），部分私募可交债发行人还

会通过条款设置与定增、股权收购配合，用于并购等资本运作（如15

首旅EB4）。从目前市场发行的可交债来看，公募可交债中具有换股

意向的数量占比明显高于私募可交债。判断可交债的换股可能性，

一方面是通过发行条款（如下表3），另一方面也要结合市场环境具

体分析。

评级视角

2016年之后，由于审批效率高且下游投资需求强劲，私募可交

换债发行进入爆发期。私募可交换债条款设置灵活，创新频出，判

断换股可能性难度较大。从实践角度来看，虽然评级尽调过程中基

于债券发行意图的了解有助于判断可交债的换股意愿强弱，但由于

换股的实现主要取决于条款设置及市场环境，因此换股可能性高

4  首旅酒店股东首旅集团发行的私募可交换债为首旅酒店重组方案中的一环，15 首旅 EB 为定向向原如家的股份持有人发行，这些持有人可能通过换股形式得到如家股份。
5  本文将可交换债标的股票简称为正股，其对应企业简称为正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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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换股可能性高 换股可能性低 平衡型

条款特征

多数票面利率较低，换股溢价率较低，换股期较长，有自动下

修或易达到下修，无上修条款，无提前赎回，换股期内赎回难

以触发，回售条款对投资者有利

多数票面利率较高，换股溢价率较高，无下修或者下修难

以执行、无能力下修，设置换股期前赎回，换股期内赎回容

易实现，回售价格较低或者回售成本较小

条款间博弈性较强，需要对正股前景和债券条款

进行深入分析

发行人特征

多为大股东或者一致行动人，股份充足且市值管理能力强，有

能力执行下修和补足质押股份，展示出一定的减持需求（定增

解禁）或者减持对其控制权无影响，一般减持成本较低

一般来自于传统行业，发行人股数不充足，意在为特殊项目融

资或者对流动性进行管理，没有展现出明显的减持诉求
无特定特征，融资意图需要与发行人进行了解

案例 14歌尔债（最终换股）、15东集EB（最终换股） 13福星债（最终换股）、14海宁债（最终到期） 14沪美债（最终赎回）、15美大债（最终赎回）

表4   私募可交债的常见条款及特征分析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6  15 纳海债和 15 中基债分别于 2017 年 2 月、3 月因特定事项被强制赎回。
7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持股 5% 以上股东，其拥有股权每增加或减少 5% 时，都要在三日内编织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向证监会、交易所报告。
8  本文所指覆盖倍数（或担保比例）= 质押股权公允价值 / 债券本金；维持担保是指在一定时间内（如存续期或换股期），随着标的股票股价的变动应当维持

的担保比例；当维持担保比例不满足时，质权人可以对出质人要求追加股票并达到担保比例。

低的判断主要源自市场环境下的债券条款设置分析。针对不同的情

况，表4总结了私募可交债不同换股可能性情况下的相关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债券条款与换股可能性高低具有较强相关

性，但并不是倾向换股或倾向债务融资的债券最终能实现初始融资

意图。从实际情况来看，2017年末已经到期的29只可交换债券中，换

股债券仅为13只（在总数中占比为45%），很多具有换股意向的债券

并未实现换股（如15纳海债、15中基债6）。从实现换股的13只可交换

债来看，全部为私募发行，发行利率介于3%~10%之间。

从评级视角来看，如果可交换债能实现换股，则债券可被视为

偿还，高换股可能性会减少债券违约可能性和偿付风险，但主体级

别、具体债券级别的确定还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判断，主要考虑因

素如下：（1）减持的市场规则一般对发行人基本面影响不大。目前

可交债发行人多为正股企业的控股股东或参股股东，减持比例一

般不超过5%7，控股股东一般不愿也不会丧失对正股企业的实际控

图1   2017年末到期的可交换债退出方式一览  单位：只

注：到期+换股、到期+赎回、换股+赎回、换股+回售构成中，因主要前者退

出比例均大于50%，本文将其纳入换股、赎回和到期中。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制权，参股股东也多以比例较小的财务投资退出为目的。基于对发

行人的重要性程度判断，目前可交债的换股对主体评级影响不大。

（2）换股的不确定使得评级机构对债券违约风险的判断较为谨慎。

鉴于可交债何时换股以及能否换股尚不确定，因此即便债券具有较

强的换股倾向，未来换股可能会减轻债券压力，但在实际评级操作

中，出于审慎性的考虑，评级机构对于偿债风险的考量多以债券全

额进行压力测试，后期在出现回售或赎回情况也会因已考虑极端不

利因素而显得更加具有前瞻性。

整体来看，可交换债是一种股债结合的金融产品，相对于转

债，可交债融资意图更加复杂，发行条款设置灵活，博弈性也更强

（尤其是私募债）。评级机构在考虑可交债换股条款时，虽然承认高

换股可能性会减轻发行人偿债压力，但对于债项级别的确定仍要结

合正股企业信用面、质押股票担保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

四、股票质押及评级分析

条款分析

根据2008年10月出台的《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试行

规定》，公募发行债券的金额不超过预备用于交换的股票按募集说明

书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计算的市值的70%，因此公募可交换债券

的发行覆盖倍数8一般为1.43倍以上。私募债券的覆盖倍数虽然没有强

制性规定，但从实际已发行的债券来看，覆盖倍数也都在1倍以上（见

下页表6）。

评级视角

质押股票对债券增信能力的高低取决于股票价值、覆盖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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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市场 Bond Market

发行人名称 可交债名称 正股简称 与正股企业关系 初始覆盖倍数 维持担保比例 主体级别 信用等级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5国资EB 中国太保 持股股东 1.53 无 AAA AAA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15国盛EB 上海建工 持股股东 1.43 无 AAA AAA

清华控股有限公司 15清控EB 国金证券 第二大股东 1.43 无 AAA AAA

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天集EB 天士力 控股股东 1.47 无 AA+ AA+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4宝钢EB 新华保险 第二大股东 1.57 无 AAA AAA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7宝武EB 宝钢股份 控股股东 1.58 无 AAA AAA

巨化集团有限公司 17巨化EB 巨化股份 控股股东 1.70 无 AA+ AA+

浙报传媒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浙报EB 浙数文化 控股股东 1.43 无 AAA AAA

浙江桐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桐昆EB 桐昆股份 控股股东 1.43 无 AA AA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17中油EB 中国石油 控股股东 1.59 无 AAA AAA

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17山高EB 山东高速 控股股东 1.51 无 AAA AAA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6凤凰EB 凤凰传媒 控股股东 1.50 无 AAA AAA

安徽新华发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6皖新EB 皖新传媒 控股股东 1.43 无 AA+ AA+

以岭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16以岭EB 以岭药业 控股股东 1.43 1倍 AA AA

表6   2013~2017年公募可交换债评级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项目 政策规定与条款分析

可换股票种类 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股票

公募发行
政策规定：（1）股票对应的上市公司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或者最近3个会计年度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6%；（2）提出发行申请时股票为无限售条件

股份；（3）不存在被查封、扣押、冻结等财产权利被限制的情形

私募发行 私募可交换债可以将尚在限售期的股票作为质押标的，但在换股期应不存在限售或其他与交换冲突的情况

发行金额 公募发行要求发行金额不高于待交换股票市值的70%；私募发行金额没有限制

维持担保比例 无硬性要求，一般在发行条款中协商确定。公募债一般很少设置维持担保倍数，但私募债多有设置

触发保护条款 无硬性要求，一般在发行条款中协商确定。 

质押股票数量 法规规定股票发行人流通股票数量应不少于可质押股票数量，并需考虑极端情况

表5   可交换债股票质押条款分析

资料来源：《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试行规定》，《可交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流动性、债券发行人与股票发行人的经营关联度等因素。从评级角

度来说，一般覆盖倍数越高、股票流动性越强、质押保护条款越充

分、债券发行人与股票发行人的关联度越小，质押股票的担保能力

越强，相应也更容易获得信用增级。

截至2017年末，市场已发行的14只公募可交换债中，债项相较

于主体级别均未增级；在已发行且有公开信息披露的36只私募可

交换债中，获得信用增级的为16只（占比45%）。如下表6所示，AA-

~AA+级别主体私募发行的可交债中，AA-级别主体所发可交债获

得增级占比最高，远超AA和AA+级别主体。

从覆盖倍数看，公募可交换的初始覆盖倍数在1.43~1.70倍之

间（均值为1.50倍），私募可交换债的初始覆盖倍数分布在1.10~3.03

倍之间（均值为1.50倍）。从维持担保条款来看，公募债券几乎不

设维持担保比率，但多数私募可交债规定了维持担保比例（多为

80%~120%之间）。

形成公私募可交换债上述评级表现差异的原因可能源自如下：

（1）发行人信用资质差异。由于公募可交债发行人通常信用水平良

好（多在AA+级别以上），其对应的可交债很少设置维持/追加担保

比例条款；但私募债发行人由于信用状况参差不齐，为减少信用风

险，私募可交换债中大部分规定了维持担保比例，而维持担保比例

对信用增级具有积极影响。（2）发行人意图差异。公募可交换债基

于股东减持初衷的比例更高（尤其是参股股东），一般不需要设置

维持担保条款；而私募可交债发行人债务融资意图的比例较高，为

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多设置了维持担保条款，增级的意向更为强烈。

（3）监管规则推动。目前监管机构对债券的级别使用有所限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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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率评级 回收描述 司法管辖A区名义回收范围 司法管辖B区名义回收范围 评级调整的规则

1+ 完全回收 100% — +3个子级

1 高回收比例 90%～100%  — +2个子级

2 较高回收比例 70%～90% 90%～100% +1个子级

3 一般回收比例 50%～70% 50%～90% 0个子级

4 平均回收比例 30%～50% 30%～50% 0个子级

5 适度回收比例 10%～30% 10%～30% -1个子级

6 微量回收比例 0～10% 0～10% -2个子级

表7   标普回收率评级与主体评级调整关系

注：标普依据对债权人友好程度和法律执行有效程度，将各国家和地区由高到低分为 A、B、C 三类司法管辖区，根据标普2008年评估结果，A 类司法管辖区包括英国、中国香港、新加坡、加拿

大和美国等，B类司法管辖区包括墨西哥、法国和意大利等，C类司法管辖区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等。回收率评级仅适用于A和B司法管辖区。

资料来源：《国际评级机构回收率评级方法研究》，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保监会投资非金融企业公司债券9 债项级别需要AA级以上；中证登

对可作为回购质押品在相应市场开展回购业务的债券级别由原先的

AA以上提升至AAA10，为提高流动性、降低发行成本，债券发行人

有动机通过质押增信提升债项级别。

从上述统计分析来看，基于评级视角有如下关注因素：

（1）维持/追加担保比例对信用评级具有正向影响。由于股票

价值不稳定，为防范本息兑付风险，多数债券质押协议中都会要求

当一定时间内股价下跌的情况下，发行人应追加股票质押或其他维

持担保措施。从实践情况看，设置维持担保条款的私募可交债获得

信用增级的比例远高于不设维持担保条款的公募可交债。

（2）相关性较小且信用水平良好的正股企业或上市公司对债

项级别提升有积极影响。通常进行股权质押的都是大股东，如果偿

还意愿低或具有不良动机，大股东可能利用自身控股地位不当影响

上市公司经营（如不当决策、关联交易、二次质押等），这样正股价

值可能会下跌。在上市公司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进行股票处置，投资

者获得的补偿是极其有限的。发行人与正股企业的关联程度很大程

度上决定了发行人违约时，正股企业股价是否会受到牵连。相反，

如果正股企业信用水平良好且与可交债发行人关联度低，无疑会减

少可交债偿债风险。

（3）流动性佳且市值稳定的正股有利于信用水平的提升。目前

私募可交换债对正股流动性的限制较为宽松，仅要求在换股期间非

受限即可。但由于股票价格波动较大，评级机构会在考虑正股企业

信用水平的基础上，对股价进行全面分析（股价稳定性、近三年股

价最低点、最低市净率P/B水平），必要时进行压力测试。

整体来看，公私募可交换债的股票质押条款设置差异较大，实践

中也形成了不同的评级增级表现。债券发行人自身信用水平在债券级

别判断中处于主导因素，发行人与正股企业的相关性、正股股票的流

动性、正股企业的信用水平等因素均对质押增信效果产生较大影响。

五、需要重点明晰的评级观点

质押股票覆盖倍数与回收率并非同一逻辑

与质押增信效果直接相关的是回收率（处置质押股票获得的资

金与债券的本金与一年利息之和的比值）而非质押覆盖倍数。回收率

需计算质押股票的处置价值，而覆盖倍数计算的是质押股票的公允

价值，两者计算口径不一。在极端不利条件下，如果发行人违约，若

正股企业与发行人关联性很大且是发行人主要经营实体的情况下，

股票的处置价值也会大幅缩水，对债券的保护能力很弱。当然，如果

覆盖倍数高的情况下，在快速处置的情况下，可能会提升回收率。

质押覆盖倍数与增信不是比例关系

一般认为抵质押增信的效果与抵质押覆盖倍数有关，即抵质押

倍数越高，对债券的增级效果越好，对债券持有人保护力度越强。但

从评级实践看，并非抵质押倍数越高，债券增级的级数越多，许多甚

至并不增级。由于长期债项评级考量的是债券违约概率和违约回收程

度，对于信用等级为投资级别的主体，评级机构一般认为其发生违约

的可能性较小，债项级别的调整幅度较投机级别相对较小，具体上调

或下调的幅度要看结合发行人主体评级、债券受保护程度综合确定；

投机级级别发行人违约可能性较大，相应债项级别调整幅度也较大。

以标普的回收评级为例，在回收率在70%～90%时，债券可以增

9  见 2012 年 7 月保监会《保险资金投资债券暂行办法》。
10 见 2017 年 4 月中证登《质押式回购资格准入标准及标准券折扣系数取值业务指引（2017 年修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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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1个子级别；在回收率为90%～100%时，可以增信2个级别；在回收

率在100%时，可以增信3个级别；回收率大于100%时则不会再增信。

质押资产为债券增信的原理与回收评级方法相似，当发行人无法足

额偿付债券本息时，可以通过处置抵质押资产来清偿。当回收率高

于一定标准时，可以为债券增级；如果回收率大于100%，投资者能

获得的补偿也并不会超过债券的本金与一年利息之和，因此回收率

高于100%之后再提高抵质押倍数，增信意义不大。

评级政策亦有可能动态调整

信用评级是定性与定量评估的综合考量，定性因素依赖于分

析人员的判断，在目前债券产品创新层出不穷，条款设计愈加灵活

的大背景下，评级机构对于可交换债偿债风险的判断标准也可能会

有所变化。从国外评级机构来看，每年三大机构会根据监管环境、

市场形势变化定期更新自己的评级方法，国内评级机构亦会不定期

调整自己的评级标准。比如在可交换债面世的初期，股市行情向好，

可交债产品发行人资质水平普遍较高，对应的正股流动性很强，业

内评级机构普遍倾向于较低的覆盖倍数；而在目前违约事件不断爆

发、股市波动频繁、信用环境愈加严峻的大背景下，相对较高的质押

覆盖倍数越来越成为业内评级机构的共识。

整体来看，信用评级是对信用风险要素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基

础上的定性判定，以质押股票作为担保措施的增级效果要参考发行

人的主体评级状况、正股股票的保护力度综合考虑。质押股票的覆

盖倍数与回收率具有相关性但并非同一逻辑，有关质押倍数等评级

标准也会随市场环境动态进行调整。

发行人 潍坊歌尔集团有限公司

发行额 不超过12亿元

期限 3年

票息及支付方式 2.5%，年付息一次

评级及增信措施 主体AA，债项AA，待交换股票作为质押，歌尔集团（母公司）提供担保

质押维持和追加条款
当质押比例连续10个交易日高于150%时，发行人有权解除部分质押或提取质押账户中的现金，但仍需保持质押率在150%以上；当质押比例连续10个交易日低于120%时，发行人须

补充股票或现金

换股条款 发行6个月后，投资者可以28.70元/股的价格将本期债券与发行人交换为股票

赎回条款
换股期内，如果歌尔声学股票价格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1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130%，发行人董事会有权决定以债券面值加应计利息赎回全部或部

分未换股的本期私募债券

回售条款
债券存续期最后180日内，当标的股票在任意连续3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70%时，债券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期私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回售给发行人

向下修正 换股期内，当标的股票在任意连续20个交易日中至少1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85%时，发行人有权决定换股价格是否向下修正。

表8  14歌尔债主要条款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六、评级实操案例简析

倾向换股型案例—14歌尔债

1. 基本情况

14歌尔债私募发行于2014年9月，发行人为潍坊歌尔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歌尔集团”），标的正股为歌尔声学11。发行人是歌尔声

学的第一大股东/母公司，持股28.16%。发行人本身由自然人姜滨、

姜龙实际控制，上述两人还以个人名义持有歌尔声学各20.52%和

4.15%的股份，因此两人实际共持有歌尔声学总股本的52.83%，全部

交换后不影响发行人对正股的控股地位。

2. 条款分析

14歌尔债设置了赎回、回售、向下修正、质押维持和追加条款，

并设置了歌尔集团担保措施12，详细条款设置如下表8。在14歌尔债

发行当期，上市公司歌尔声学也向证监会提交了可转债的发行申

请，母公司发行人换股意愿较为积极。14歌尔债于半年后（2015年3

月）进入换股期，2017年5月全部完成换股。

14歌尔债设置了较低的换股价格（28.70元/股），与发行日时股

价（28.05元/股）基本相当，实现换股难度较低，具有较强的换股意

向，票面利率仅为2.5%。赎回条款与传统转债基本一致，当股价持

续高于转股价的130%时才有可能触发，具有明显的促转股意向。回

售条款仅在最后半年触发，回售价仅为面值加应计利息。14歌尔债

设有向下修正条款，触发难度与传统转债相近。担保追加和维持条

款在当时有一定的创新性，有效保证了债券安全水平。歌尔集团拥有

大量歌尔声学股票，对该交换债的安全性有一定提升作用。从上述

11  歌尔声学 2016 年 6 月更名为歌尔股份。
12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试行规定》第六条规定，除用预备交换的股票设定担保外，发行人还可为可交债另行提供担保，另行担保按照《公司债券发行

试点办法》第二章第十一条的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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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16永泰EB

基本信息 规模4.4亿元，票息8.5%，主体/债项：AA/AA，2年期

转股相关 正股永泰能源，换股价7元，换股价较发行日股价溢价率高达89%，股性很弱，发行后半年进入换股期

赎回条款
正股价格任意连续10个交易日中至少有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125%，发行人有权在5个交易日内决定是否赎回。该条款较主流条款更容易触发，显示发行人换

股积极性差

下修条款 当正股价格在任意连续10交易日中至少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换股价格的85%时，发行人有权在5个交易日内决定换股价格是否向下修正，下修条件宽松但实际难以实现

质押担保 发行人将26,980万股（包括预备用于交换的11,571.43股）股票及其孳息质押

表9   16永泰EB主要条款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联合评级搜集整理。     

13  为保证分析的客观性及可比性，本文案例分析部分的主体 / 债项信息来自于同一家评级机构可查询到的评级结果，由于私募债信息披露较少，可获得评级信息相对有限。
14  见 2014 年 6 月、8 月沪深交易所《可交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第四章第六条。

发行条款看，14歌尔债换股可能性较大。

3. 评级情况

14歌尔债发行人歌尔集团2013年主体信用级别为AA13，信用状

况良好。从发行人自身情况看，发行人意图以募集资金中的10亿元

置换银行贷款，其余2亿补充流动资金，发行人有意利用可交换债票

息低的优势降低财务成本。从财务情况看，如果该可交换债如期实

现换股，发行人则可实现将存量股权转化为资金，调整资产负债表

结构且实际控股地位并未受到影响。歌尔集团的主要经营实体来自

于上市公司歌尔声学，经营关联度较大。歌尔声学2011年公开主体评

级为A+，2013年无公开主体评级信息。14歌尔债质押股票初始覆盖

倍数达到了1.50倍，虽然设置了1.20倍的担保维持条款，但是考虑到

发行人与正股企业的强关联性，债项并未获得有效增级，最终14歌

尔债首评债券评级为AA。

倾向债务融资型案例—16永泰EB 

1. 基本情况

16永泰EB发行于2016年2月，发行人为永泰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永泰集团），标的正股为永泰能源，该债券为私募发行。发行人是

永泰能源控股股东（持股46.26%）。本次可交换债质押股票占发行

人所持企业股份的5%左右，预备用于交换的股份（为无限售股份）

占比2%，此次换股不影响其控股地位。从实际情况看，由于资金需

求旺盛，永泰集团基本已全部将其持有的永泰能源的股票质押给金

融机构进行融资，实际减持空间很小，此次永泰控股发行债券主要

意图为债务融资。

2. 条款

16永泰EB换股价非常高（7元/股），远高出发行日正股股价

（4.15元/股），没有设置回售条款，下修条款难以实现，发行人债务

融资意图较为明显（如下表9），换股可能性较小。16永泰EB于2016

年8月进入换股期，在换股期限内16永泰EB未发生换股，永泰集团

为本期债券换股而开立的股票质押专项账户内的正股股份未发生

变动。2018年2月，16永泰EB完成兑付并摘牌。

3. 评级情况

永泰控股为从事电力、煤炭开采及销售、石化贸易物流等业务

的综合型产业投资控股集团，上市公司在发行人经营中占主体地

位，经营关联度较大。发行时永泰集团正处于业务扩张期，资金需

求压力较大，负债率已近70%，整体经营状况良好。2015年永泰控股

集团主体信用评级为AA，永泰能源主体评级达到AA+，正股企业

永泰能源信用状况要优于发行人永泰集团。16永泰EB债券条款显示

出发行人较低的换股意愿，换股可能性较低，用于质押换股的股票

覆盖倍数仅为1倍，未设置维持担保条款，虽然发行人预备了更多的

股票用于满足在股票调整的情况下以满足换股需求14，但从实际情

况看，在正股股价波动的大背景下，整体债券质押担保保护力度一

般。从信息披露情况看，16永泰EB首评主体及债项评级均为AA。

七、总结

作为股债结合的金融产品，可交换债相对于转债的发行意图

更加复杂，发行条款设置更加灵活，博弈性也更强。评级机构在考

虑可交债换股条款时，虽然承认较高的换股可能性会减轻发行人偿

债压力，但对于债项级别的确定仍要结合正股企业、质押股票担保

能力等多种因素综合确定。质押股票的覆盖倍数与违约回收率具有

相关性但并非同一逻辑，各家评级机构评级的操作标准也有一定差

异；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各家机构的评级政策也会动态调整。

摘自《债券》，201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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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公用事业二部

2018年二季度地方政府债与城投债市场分析

一、地方政府债发行市场分析

发行概况

发行规模环比大幅增长，新增再融资债券，政府债置换提速

二季度共发行226支，金额合计11913.69亿元，发行规模环比

大幅增长，但同比下降14.07%；分月度看，4、5、6三月发行量逐月递

增。发行主体涉及29个省、市、自治区，发行总额最大省份为贵州（合

计1149.08亿元），最少为宁夏（合计22.94亿元），详见图1。

从债券品种及发行方式上看，二季度发行仍以一般债券为主，

发行金额占比75.63%；发行方式仍以公募发行为主，发行金额占比

83.13%。发行期限方面，3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发行金额占比

分别为16.95%、40.74%、26.06%和15.91%，发行仍以中期限为主，详

见图2。

1~6月全国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14109亿元。其中，一般债券

10436亿元，专项债券3673亿元；按用途划分，新增债券3329亿元，

置换债券或再融资债券10780亿元，随着2015年发行三年期地方政

府债的陆续到期，新增用于借新还旧的再融资地方政府债发行。截

至2018年6月底，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67997亿元，其中一般债务

105904亿元，专项债务62093亿元；政府债券159948亿元，非政府债

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8049亿元，7、8两月置换债券发行压力较大，发

行将加快。

利率和利差分析

1. 流动性改善促使政府债加权利率较一季度有所下降

流动性改善促使政府债加权平均利率较一季度有所下降，季度

整体承前低后高趋势，4月整体发行利率较低，5月、6月有所抬升。

从季度加权平均利率看，公募、私募各期限地方政府债加权平均发

行利率均较一季度明显下行。利差方面，二季度除公募3年、5年期

有所走阔，分别增加2BP和9BP，其余期限收窄。二季度公募发行利

差区间为0BP~81BP，区间较一季度有所走阔，定向发行利差区间为

图3-1  公募地方政府债加权发行利率（单位：%）

图1  二季度各区域地方政府债发行情况（单位：亿元、支）

图3-2  定向地方政府债加权发行利率（单位：%）

图2  地方政府债月度发行情况（单位：亿元、支）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Wind整理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Wind整理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Wind整理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Wind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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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7～2018年6月城投债发行规模（单位：亿元、支）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Wind整理

40BP~63BP，利差区间收窄，详见图3-1、3-2及表1。

2. 品种创新与实践持续推进，专项债发行将提速。

今年4月，财政部和住建部新推出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

券，6月天津市发行首支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18天津05”，这是继土

储专项债、收费公路专项债之后又一政府专项债券品种成功发行。

8月10日，云南省财政厅计划公开招标10亿元的云南省省级公

办高等学校专项债券，用于云南财经大学安宁校区和云南财经职业

学院的建设。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学费、住宿费收入、食堂收益和国

有资产有偿收益。这是地方政府专项债品种创新的又一尝试。

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财政政策要在扩大内需和结构

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根据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要加快今年1.35万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使用进度，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目早

见成效。上半年专项债券仅发行0.37万亿元，剩余0.98万亿元额度未

使用。8月，财政部下发《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要求加快专项债券发行进度，到9月底累计完成新增专项债券

发行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80%，剩余的发行额度应当主要放在10月

份发行，同时进度不受季度均衡要求限制；优化债券发行程序，不再

限制专项债券期限比例结构。预计三季度专项债发行将放量。

二、城投债发行市场分析

发行概况

1. 二季度发行规模同比大幅增长、环比小幅下降，公募占比同比

上升。

二季度共发行城投债459支，发行规模3676.13亿元，发行支数

较上年同期增加90支、较一季度环比减少53支，发行规模同比增长

23.67%、环比下降7.90%。从发行方式看，二季度公募和私募发行

数量分别为300支和159支；发行规模分别占比71.41%和28.59%，公

募发行占比较上年同期的64.79%明显上升，与一季度环比变化不

大，详见图4。

受到监管边际放松和市场对后续监管冲击的不确定性预期影

响，4月城投债发行规模较大。但伴随4月底以来持续暴露的城投行

业非标兑付危机，投资者情绪趋于谨慎，5~6月发行规模显著缩减。

2. AAA级和AA+级发行占比同比大幅上升，3年及以下期限占约

三分之二；中票发行占比同比上升。

发行人主体信用级别较去年同期明显提升，二季度AAA级和

AA+级发行规模分别占总规模的28.89%和39.10%，占比分别较上年同

期提高18.59个百分点和9.94个百分点；AA级的发行规模仅占28.15%，

同比下降26.43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市场资金面趋近、城投债信用环

境收缩，投资人风险偏好谨慎所致，详见图5。

利率
3年 5年 7年 10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公募平均利率 3.89% 3.68% 4.02% 3.87% 4.26% 4.04% 4.35% 4.05%

定向平均利率 4.14% 3.89% 4.30% 4.06% 4.40% 4.23% 4.40% 4.23%

利差
3年 5年 7年 10年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公募平均利差 35BP 37BP 32BP 41BP 47BP 41BP 54BP 43BP

定向平均利差 56BP 56BP 59BP 56BP 63BP 58BP 60BP 58BP

表1  公募发行与定向发行利率、利差对比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COS系统、Wind整理

图5  各主体等级城投债发行规模占比 图6  各品种发行规模占比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COS系统、Wind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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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行期限看，二季度城投债期限以3年及以下为主。一年期及

以下、3年期和3+2年期发行规模较大，占比分别为26.91%、18.02%

和20.48%。其中一年期及以下占比最高。

从发行品种占比看，二季度中票和（超）短融仍为最主要发行

品种，发行占比分别为28.76%和24.85%，较上年同期提高6.88个和

7.48个百分点；企业债发行占比为11.11%，较上年同期减少9.77个百分

点；其他品种发行占比较上年同期变化不大。与一季度相比，二季度

中票占比环比减少5.04个百分点，公募公司债占比环比增加5.88个百

分点，其他品种占比较一季度变化不大，，详见图6。

利率和利差分析

1. 发行利率整体上行，低级别、中长期城投债利差明显上升。

受5、6月债券市场信用事件频发、市场避险情绪不断发酵影响，二

季度城投债发行利率整体呈上行趋势，6月份加权平均利率接近或超过

1月份，达到上半年高点。各级别短期平均利率区间位于[4.67%，7.07%]

之间，各级别中长期限平均利率位于[5.39%，7.60%]之间，详见图7。

二季度城投债利差出现分化：AAA级、AA+级短期和AAA中

长期平均利差走势较为平稳，而AA级长短期和AA+级中长期平均

利差明显上扬。各级别短期平均利差区间由3月的[169BP，305BP]变

图7  城投债月度加权平均利率（单位：%）

图8  城投债月度加权平均利差（单位：BP） 图9  各省（市、自治区）城投债发行规模（单位：亿元）

注：短期包括一年及以下，中长期为一年以上。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COS系统、Wind整理

注：短期包括一年及以下，中长期为一年以上。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COS系统、Wind整理

注：短期包括一年及以下，中长期为一年以上。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COS系统、Wind整理

为6月的[152BP，388BP]，中长期限平均利差由3月的[211BP，341BP]

变为6月的[245BP，418BP]，详见图8。

2. 江苏省二季度发行规模仍最大但环比大幅下降、浙江省发行

规模环比大幅增长，区域信用利差整体上升，东北三省、贵州信用利

差仍较高。

传统发债大省江苏省发行规模依旧领先，为753.03亿元，占同

期全国发行规模的20.48%，环比下降59.30%。浙江省发行525.20亿

元，环比大幅增长45.23%，详见图9。

二季度，除天津市以外，各省级行政区域城投债信用利差全面

上升，平均增加值为30BP。利差增幅分化，贵州、黑龙江城投债信用

利差均值增加50BP以上，天津市和北京市利差变动小于10BP。二季

度，东北、贵州仍为信用利差最高的地区。

3. AAA级城投债与产业债利差转正；AA+和AA级城投债-产业

债维持负利差，AA级负利差扩大。

二季度，AAA级城投债-产业债利差快速走高，5~6月利差转

正，AAA级城投债利差开始高于产业债。而AA级城投债-产业债负

利差明显扩大，AA级城投债相对产业债的利率优势有所加强。AA+

级城投债-产业债利差水平较为稳定。市场对不同级别的产业债和城

投债看法分化明显。

7月以来，国务院常委会释放宽松信号，要求“引导金融机构

按照市场化原则保障融资平台公司合理融资需求”、政治局会议

提出去杠杆工作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均有利于改善城投企业

的融资环境。而央行定向指导商业银行买入中低等级信用债更有

助于缓解中低等级城投企业的流动性压力。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仍为政策重心，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信用剥离、实现市场化融资

的政策方向并未发生变化，部分省份也提出了“停、缓、调、撤”等

措施加大化解地方隐性债务力度，加之货币化棚改力度减弱、城投

企业信用事件频出等因素，未来低资质城投企业的后续融资仍面

临一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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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市场回顾与下半年展望
——发行量大幅反弹，未来大有所期

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1在中国债市双向开放持续推进及国

际金融合作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发展迅速，“一带一路”债券的推出

也为熊猫债券市场发展提供了契机，但融资成本保持高位及违约事

件多发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熊猫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2018年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共发行31期2熊猫债券，发行规模

共计514.90亿元，同比和环比均取得大幅增长；熊猫债券发行主体类

型保持多样，但仍集中在房地产和金融行业；熊猫债券发行主体仍

以中资背景企业为主，但外国发行人持续增多，且主要来自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熊猫平均发行规模有所下降，发行期限以3年期为

主，短期债券发行量大幅萎缩；熊猫债券信用等级进一步向AAA级

集中，但发行利率持续上升。

展望下半年，融资成本维持高位、投资人风险偏好下降及房地

产调控政策进一步收紧或将持续影响熊猫债券发行量，但熊猫债券

发行新规有望出台，相关配套措施也将进一步完善，熊猫债券市场

将伴随着中国债券市场的双向开放获得持续发展。此外，“一带一

路”朋友圈的持续扩大将为熊猫债券市场引入更多来自不同国家和

地区的发行人，从而进一步优化发行人结构。预计2018年全年熊猫

债券市场有望在上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反弹，未来熊猫债券

市场发展仍大有所期。

一、熊猫债券发行市场环境

中国债市双向开放的持续推进及国际金融合作的不断加深为熊猫

债券市场发展提供助力

2018年以来，境外发行人与投资人参与中国债券市场的热情持

续高涨，中国债市双向开放程度逐步加深。“债券通”开通一年以

来，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吸引了更多境外资金流入，有力推动了

中国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截至2018年6月底，共有356个境外主

体通过“债券通”渠道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通”也有效地扩

大了熊猫债券的投资群体，提高了熊猫债券市场的活跃程度。2018

年3月，菲律宾政府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成功发行人民币债券，获

得了境内外投资者的踊跃认购，其中境外投资人通过“债券通”认

购占比达到88%，而在去年“债券通”开通之初匈牙利政府发行的熊

猫债券境外认购占比仅为55%左右。“债券通”在经历了一年的发展

后极大地提高了境外投资人对于熊猫债券的热情，从而吸引境外更

多的优质发行人来到中国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券。

另一方面，外资机构参与熊猫债券市场的大门也进一步打开。

2018年2月，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批准，渣打银行获得“境

外非金融企业熊猫债券”主承销资格，成为继汇丰银行之后第二家

获得此项资质的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参与熊猫债券市场可以充分利

用其全球网络，把更多高质量的境外发行人及国际通行的承销和定

价惯例引入国内债券市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熊猫债券发行人和投

资者的多元化，促进熊猫债券市场的健康发展。

此外，中国在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加深也在一定程度上

为熊猫债券的发行扫除了障碍。2017年底，中国财政部与日本金融

厅就中日两国审计监管合作事宜进行换函。通过此次换函，中国财

政部与日本金融厅、日本注册会计师审计监管委员会将在各自法

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按照互惠等原则开展审计监管领域的信息

交换。在此项措施的推动下，瑞穗银行和三菱东京UFJ银行相继于

2018年初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了熊猫债券，这也是日本发行

人首次进入中国债券市场。

“一带一路”债券的推出为熊猫债券市场发展带来契机

2018年以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的积

极响应，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也持续加

深，为熊猫债券市场引入了更多潜在发行人。2018年上半年，沙迦酋

长国政府、菲律宾政府、新加坡托克集团等均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成功发行了熊猫债，这些发行人均来自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1  猫债券是指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
2  熊猫债券的统计以发行日为准，以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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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3月，上交所、深交所分别发布了《开展“一带一路”债

券试点的通知》，鼓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政府类机构、

企业及金融机构等发行“一带一路”债券，安排专人负责“一带一

路”债券的申报受理及审核，并鼓励国内外机构投资“一带一路”债

券。2018年上半年，普洛斯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注册地为香港）相继

发行了多期“一带一路”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其最近收购

的欧洲“一带一路”沿线物流基础设施资产。由于大部分“一带一

路”债券同时具备熊猫债券属性，因此“一带一路”债券的推出也在

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熊猫债券市场的发展。

融资成本保持高位及违约事件多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熊猫债券

发行量的进一步增长

2018年上半年，央行继续实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保持了债

券市场流动性的合理水平。2018年4月，央行降低部分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这也是2015年以来存款准备金率首次下调。尽

管如此，在经济去杠杆、金融强监管以及美元加息等诸多因素影响

下，市场资金面整体仍处于紧平衡状态。在此背景下，企业融资渠道

持续收紧，再融资压力进一步增大，中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多发，这

也推动了投资人风险偏好的下降。

融资成本居高不下使得很多潜在的熊猫债券发行人推迟或放弃

了发行计划，很多此前发行过熊猫债券的境外中资企业也转向了美元

债市场。投资人风险偏好的下降则使得熊猫债券的信用等级进一步

向AAA级集中，很多潜在的AA+级或AA级发行人不得不放弃发行计

划。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熊猫债券发行量的进一步增长。

二、熊猫债券发行市场分析

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量明显回升，银行间债券市场仍为主

要发行场所

在经历了2017年的颓势之后，熊猫债券发行量在2018年上半年

出现了大幅反弹。2018年上半年，中国债券市场共有19家主体累计发

行熊猫债券31期，发行总额共计514.90亿元，已超过2017年全年发行

总额的70%，同比增幅达到86.56%，呈现明显回升的态势。

从熊猫债券发行市场来看，由于房地产企业融资受限，作为过

去几年熊猫债券主要发行人的中资房地产企业在交易所市场发债

大幅减少，银行间债券市场仍是熊猫债券的主要发行场所。2018年

上半年银行间债券市场共发行熊猫债券23期，发行总额为412.60亿

元，占发行总规模的80.13%；交易所债券市场共发行熊猫债券8期，

发行总额为102.30亿元，仅占发行总规模的19.87%，详见图1。

熊猫债券发行主体类型保持多样，但仍主要集中在房地产及金

融行业

从熊猫债券发行主体类型来看，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的发行

主体类型包括政府机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其中非金融企业

的发行规模占比仍然最高（70.75%），较2017年下半年（65.01%）明显

提升，但较2017年同期（72.83%）略有下降；政府机构发行规模占比

仅为6.72%，但同比和环比均有所上升，详见图2。

从熊猫债券发行主体行业分布来看，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

人进一步集中至房地产行业，其发行规模占总发行规模的36.90%，同

比和环比分别上升了13.55个和6.43个百分点；金融行业发行规模占比为

28.74%，占比总体保持稳定；可选消费行业发行规模占比（15.54%）则

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同比和环比降幅均超过9个百分点。

熊猫债券发行主体仍以中资背景企业为主，但外国发行人数量进

一步增加

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主体仍然以中资背景企业为主

（注册地多集中于香港、开曼群岛以及百慕大地区），其所发行的熊

猫债券规模约占总发行规模的66.67%，较2017年同期（60.14%）升高

了逾6个百分点，较2017年下半年（71.78%）下降了逾5个百分点，详见

图3。虽然外国发行人占发行主体总数比重仍较小，但2018年上半年

图1   2005年~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情况 图2   2017年~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主体类型及行业分布（按规模）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COS系统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CO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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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国发行人数量明显增加，新增了来自日本、新加坡、菲律宾和阿

联酋等国的发行人，且主要集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人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偿还债务

以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支持发行人中国境内业务、发展境外业务

等公司运营需求；以及满足人民币融资需求，支持“一带一路”项

目建设等。其中募集资金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熊猫债券明

显增多，例如中信泰富有限公司发行的“18泰富01”所筹集的资金

便拟用于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相关业务，包括电力业务、煤

炭开采业务以及电力租赁相关业务等；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发行的“18招商R1”所募集的资金拟用于支付收购“一带一路”斯

图3  2017年上半年和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发行主体地区分布（按规模）

2018年一季度  2018年二季度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COS系统

债券类型

2017年上半年 2017年下半年 2018年上半年

发行期数
（期）

发行规模
（亿元）

平均 发 行 规 模
（亿元）

发行期数
（期）

发行规模
（亿元）

平均 发 行 规 模
（亿元）

发行期数
（期）

发行规模
（亿元）

平均 发 行 规 模
（亿元）

中期票据 7 133.00 19.00 8 130.00 16.25 10 244.00 24.40

金融债 - - - 1 90.00 90.00 2 15.00 7.50

国际机构债 1 30.00 30.00 3 30.00 10.00 2 34.60 17.30

定向工具 4 100.00 25.00 2 90.00 45.00 9 119.00 13.22

公司债 2 13.00 6.50 7 103.00 14.71 8 102.30 12.79

总计 14 276.00 19.71 21 443.00 21.10 31 514.90 16.61

2017年上半年 2017年下半年 2018年上半年

发行期数（期） 发行规模（亿元） 平均发行规模（亿元） 发行期数（期） 发行规模（亿元） 平均发行规模（亿元）

1年期 60.00 21.74 90.00 20.32 25.00 4.86 

2年期 30.00 10.87 - - - -

3年期 128.00 46.38 225.00 50.79 329.60 64.01   

5年期 45.00 16.30 25.00 5.64 43.00 8.35 

特殊期限 13.00 4.71 103.00 23.25 117.30 22.78 

表1  2017年~2018年上半年不同债券类型熊猫债券发行情况

表2  2017年~2018年上半年不同债券期限熊猫债券发行情况（按规模）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GOS系统

注：特殊期限主要为含选择回售权的债券。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COS系统

里兰卡汉班托塔港的收购款；菲律宾共和国发行的“18菲律宾人

民币债01BC”所募集的资金将来也拟用于支持“一带一路”有关倡

议。可以看出，熊猫债券已经成为支持“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重

要资金来源。

熊猫债券发行规模多分布在30亿元及其以下水平，且平均发行规

模有所下降

从已发行熊猫债券的债券类型看，2018年上半年发行的熊猫债

券覆盖了中期票据、金融债、国际机构债、定向工具和公司债，其中

定向工具的发行量同比和环比均明显提升，但自2017年以来仍未有

短期融资券发行。

从熊猫债券发行规模来看，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的发行规

模多分布在30亿元及其以下水平，占到总发行规模的70%以上。2018

年上半年熊猫债券的平均发行规模为16.61亿元，较2017年同期（19.71

亿元）和2017年下半年（21.10亿元）均有所下降，主要是在融资成本

上行的背景下很多熊猫债券发行人都对计划发行规模进行了削减。

熊猫债券发行期限仍以中短期为主，但短期债券发行量大幅萎缩

从熊猫债券的发行期限来看，2018年上半年发行的熊猫债券

仍以中短期为主，其中3年期债券发行规模占比最高，占发行总规

模的64.01%，同比和环比分别上升了17.64个和13.22个百分点；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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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7年~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券债项信用等级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COS系统

期债券发行规模占比为4.86%，同比和环比均出现大幅下降，而2年

期债券则没有发行。

受国内信用风险偏好下降影响，熊猫债券信用等级进一步向AAA级集中

从熊猫债券的债项信用等级分布情况看，2018年上半年熊猫债

券信用等级主要分布在AAA级~AA+级。其中，AAA级熊猫债券（21

期）共计发行395.60亿元，发行规模占发行总额的76.83%，同比和环比

均有明显上升，熊猫债券信用等级进一步向AAA级集中，主要受国内

债券违约事件多发、投资者信用风险偏好下降等因素的影响，详见图

4。此外，AA+级熊猫债券发行1期，发行规模占比（1.42%）较小；未予

评级的熊猫债券共计发行9期，主要为私募公司债和定向工具。

熊猫债券发行利率呈持续上升趋势

2018年上半年发行的熊猫债券主要采用固定利率和累进利率

方式，其中有23期采用固定利率，占熊猫债券发行总规模的78.19%，

而采用累进利率方式发行的熊猫债券占比较2017年同期上升了17.10

个百分点，较2017年下半年则小幅下降了1.44个百分点。

我们选取2017年~2018年上半年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样本数量

较多的3年期AAA级共计22期熊猫债券样本进行比较，发现2018年

上半年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熊猫债券发行成本明显上升。2018

年上半年，3年期AAA级熊猫债券的平均发行利率为5.44%，比2017

年同期（4.64%）和2017年下半年（4.75%）分别上升了80和69个BP，

熊猫债券融资成本持续上升。

三、2018年熊猫债券市场展望

融资成本维持高位、投资人风险偏好下降及房地产调控政策进一

步收紧或将持续影响熊猫债券发行量

2018年6月底，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例会指出，稳健的货

币政策保持中性，要松紧适度，管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7月5日，央行再次

下调部分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主要用于支持市场化

法治化“债转股”和小微企业融资。在此背景下，预计2018年下半年

基准利率仍将维持不变，但再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可能性仍存，

市场资金面紧张的状况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市场利率中枢

小幅下移的可能性较大，熊猫债券融资成本也有望小幅下降，但和

2016年的低位相比仍然偏高，将对熊猫债券发行量产生持续影响。

另一方面，在监管加强风险管控的背景下，金融去杠杆、融资

渠道收缩会对企业流动性产生不利影响，加上公司债到期量有所增

加，2018年下半年违约风险会继续暴露，投资人风险偏好也将持续

下降，这也会对信用等级较低的熊猫债券发行人产生影响。

此外，2018年以来，监管层持续加强对房地产企业融资的限

制。5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严格防范外债风险和地方债务风险的通知》，进一步限制限制外债

资金投资房地产项目。此后，监管层开始限制在香港上市的内地房

地产企业在境内发行熊猫债券，房地产企业申请发熊猫债均未获

批，部分已经放弃在境内发行熊猫债券。作为近年来熊猫债券市场

的主要发行人，中资房地产企业发行熊猫债券受限将会对熊猫债券

的整体发行量产生较大影响，促使潜在的熊猫债券发行人进一步转

向美元债市场，另一方面也会推动熊猫债券发行人结构的改变。

熊猫债券发行新规有望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将进一步完善

2018年下半年，熊猫债券的发行制度有望进一步完善。7月初，中

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潘功胜在债券通周年论坛上表示，有关境外机构发

行境内债券的专门规则即将发布，使得境外发行人有更加清晰明确的

发行指引。具体而言，这项制度安排将简化境外机构在中国大陆发行

债券的发行管理，如金融机构来发行熊猫债券由央行核准发行，非金

融机构、境外的主权机构发行熊猫债券由交易商协会进行注册发行，

而且在发行的安排上可以一次注册、分次发行。同时，强化发行主体的

信息披露，强调信息披露的准确、完整和及时，同时完善投资者保护

机制，以及完善熊猫债券发行的配套制度等。潘功胜表示，将充分考

虑国际情况，确定适当的会计准则要求，扩大认可的审计机构的范畴，

支持国际评级机构参与评级。通过熊猫债发行募集的人民币资金，发

行者可以自主决定是用在中国境内或者是调到境外使用。

熊猫债券发行新规的出台将进一步降低境外主体发行熊猫债

券的障碍，增强对境外潜在发行人的吸引力，并推动熊猫债券发行

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利于熊猫债券市场的长期健康发展。

熊猫债券将伴随着中国债券市场的双向开放获得持续发展

2018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年度工作会议将“扩大债券市场双向

开放”作为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3月27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发布《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机构注册评价规则》，境内外评级

债券市场 Bond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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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可以依据规定向协会就拟开展的债券评级业务类别申请注册，

按照接受注册的债券评级业务类别开展信用评级活动。在此背景

下，预计2018年下半年外资评级机构参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评级

业务的步伐将明显加快，而熊猫债券则有望成为外资评级机构的一

个重要切入点。外资评级机构的参与将助推中国评级行业及债券市

场与国际进一步接轨，同时也有助于推动熊猫债券评级进一步趋于

规范，从而吸引更多优质的境外发行人。

此外，中国债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也有望持续推进。以

“债券通”为例，2018年下半年有望推出更多改进措施，包括：推出

交易分仓，全面实行实时货银对付（DVP）交收方法，明确境外投资

者相关税收安排，允许债券通投资者开展回购及衍生品交易，增加

10家报价商至34家，下调交易平台费用，推进与其他国际主流电子平

台的合作等。这些措施将为境外投资人提供更多的便利，有利于吸

引更多的境外投资人进入中国债券市场，并从需求端推动中国债券

市场及熊猫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发展。

“一带一路”朋友圈的持续扩大将为熊猫债券市场引入更多来自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发行人，从而进一步优化发行人结构

2018年以来，中国相继与奥地利、玻利维亚、突尼斯、塞内加尔

等9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持续扩

大，目前已覆盖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监管层大力推广“一带

一路”债券的背景下，2018年下半年，来自全球更多地区和国家的发

行人有望来到中国债券市场发行“一带一路”债券，从而推动熊猫债

券发行量的增长。这些潜在发行人的引入也有助于进一步优化熊猫

债券的发行人结构，提高中资企业以外的发行人占比，同时使熊猫

债券募集资金能够真正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

熊猫债券信用等级趋于集中、债券期限与资金用途不匹配等问题

仍有待解决

2018年下半年，在投资人风险偏好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熊猫债

券信用等级将持续向AAA级集中。我们建议监管层进一步拓宽熊

猫债券发行主体准入资格，引入更多不同信用水平的发行人，并在

债券的发行过程中引入不同类型的增信措施来提高熊猫债券的信

用等级，如俄铝在2017年发行熊猫债券时就通过担保公司提供担保

获得了增信。

此外，对于募集资金用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的熊猫债券，还

要关注债券期限与项目期限错配的问题。考虑到汇兑风险等因素，

目前熊猫债券的发行期限仍以中短期为主，而“一带一路”项目的建

设周期一般都比较长，因此熊猫债券的募集资金在投入到“一带一

路”项目后很难在短期内产生收益及现金流，熊猫债券发行人会面

临较大的短期偿付风险及再融资风险。我们建议监管层能推出更多

有助于降低熊猫债券汇兑风险的措施，如推出更多种类的人民币外

汇掉期工具，以此来增强对熊猫债券潜在发行人的吸引力，同时也

有助于增加发行更长期限的熊猫债券来匹配项目建设融资需求。

综上所述，在经历了2017年的大幅衰退之后，预计2018年全年

熊猫债券市场有望在上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实现反弹，未来熊猫

债券市场发展仍大有所期。

文|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刘艳 林青 李天娇

江苏出台绿色债券财政补贴政策
深入推进绿色债券发展

10月8日，江苏省环保厅、省金融办、省财政厅等九个部门联合

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绿色金融服务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标志着江苏省财政支持绿色金融发

展政策体系的正式建立。2016年8月，央行等7部委发布《关于构建

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我国绿色金融

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在《意见》的指导下，浙江、江西等五省（区）

积极建设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内蒙古、天津、福建等地也

纷纷出台地方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和实施意见。本次江苏省《实施意

见》的出台，进一步贯彻落实了国务院及相关部委有关构建绿色金

融体系的政策，细化了《意见》中绿色金融体系的相关内容，并明确

具体责任单位，通过综合运用财政奖补、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促

进绿色债券发行，并为其他地区探索建立绿色金融财政激励机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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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定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截至2018年9月底，江苏地区企业共发行25期绿色债券，发行

规模达235.65亿元，发行期数和规模在我国各省市中分别居于第二

位和第四位，占绿色债券发行总期数和总规模的比例分别为10.20%

和4.70%，发行优势较为明显。《实施意见》中对于绿色债券发行、

绿色担保、绿色基金和绿色保险等方面的财政激励政策、对绿色债

券品种创新以及绿色投资风险监控体系的建立均有助于进一步推

进江苏省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

一、财政补贴政策落地，推动绿色债券发行

与普通债券相比，绿色债券发行人可能需要面临第三方评估认

证费用、专项审计费用、管理成本、年度认证报告等成本，地方政府

出台绿色债券财政激励政策，有助于弥补绿色债券发行人的成本，

增加发行绿色债券的吸引力。此次江苏省发布的《实施意见》分别

对环境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和绿色债券进行贴息，其中对于以建成

的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置、工业固废处置等环境基础设施的未来

收益权开展资产证券化，按发行利率给予不高于30%的贴息；对于

长江生态修复债券等绿色债券，按照年度实际支付利息的30%进行

贴息，贴息持续时间为2年，单支债券每年最高贴息不超过200万元。

此前，在地方层面，部分地区如北京中关村、深圳福田和四川等地分

别针对绿色债券发行出台相关财政补贴政策，但较多地区对于绿色

债券发行仍以鼓励为主，缺乏实质性的激励措施。相较其他地区，

江苏省《实施意见》对绿色债券发行的激励政策更为明确，激励力

度较大，范围较广，有助于从发行端推动江苏地区绿色债券发行。

二、建立绿色担保、绿色基金、绿色保险奖励和补偿机

制，支持绿色企业债券融资

《实施意见》通过建立绿色担保奖励和补偿机制，设立绿色发

展基金，加快发展绿色保险等方式为绿色债券融资提供便利性，推

动绿色债券发展。《实施意见》提出，第一，对中小企业绿色信贷第

三方担保机构提供1%的风险补偿，对绿色债券第三方担保机构给

予每支债券30万元的奖励，助推绿色债券信用提升；第二，用好省生

态环保发展基金，对省生态环保发展基金投资省内环保、节能、资源

循环利用、新能源等成长期科技型绿色企业出现损失后给予损失金

额30%的风险补偿，提高绿色债券融资便利性；第三，加快发展绿色

保险，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投保企业，按照不高于保

费的40%给予补贴，促进发行绿色债券的企业投保绿色保险，有助

于降低绿色债券发行人信用风险。部分绿色企业尤其是中小绿色企

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上述奖励和补偿机制的建立有助于

降低绿色企业融资成本，提高绿色企业融资的可获得性，引导社会

资金投向绿色产业。

三、推动绿色债券创新，促进绿色债券市场多元化发展

《实施意见》还通过积极探索试点发行生态环保项目收益专项

债券和创新PPP项目等方式推动绿色债券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各

地应积极探索试点发行生态环保项目收益专项债券，优化债券发行

程序，加快债券发行、使用拨付进度，这有助于推动绿色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的发行；此外，创新PPP运作模式，鼓励将黑臭水体整治、

污染场地修复等项目和休闲度假、旅游观光等有稳定收益的项目

打捆实施，优先纳入省级PPP项目储备库，优先选为省级试点PPP项

目，对其中符合奖补条件的落地项目，奖补标准在现有基础上提高

10%，通过发展绿色项目PPP模式，或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绿色PPP

专项债和绿色PPP资产证券化的创新发展。上述政策的实施有助于

创新型绿色债券品种的扩容，对于推动江苏绿色债券市场创新和多

元化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四、加强绿色债券资金使用管理，防范化解绿色债券违

约风险

《实施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应加强对获得绿色金融产品支持

企业的后续管理，监督产品资金按约定用途使用。同时，《实施意

见》提出建立完善绿色投资风险监管体系，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对

与绿色投资相关的金融风险监控，建立健全客户重大环境和社会风

险内部报告制度、公开披露制度、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互动制度和

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执行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在债券市场违约

日趋常态化的背景下，加强绿色债券资金使用管理和建立绿色投资

风险监控体系，对于防范化解绿色债券违约风险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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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半年国际评级行业发展动态

2018年上半年，欧洲证券与市场监督局（ESMA）在继续对信

用评级质量和评级机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等传统监管领域加强监

管的基础上，还针对信用评级费用、境外评级机构“背书制度”认证

工作、防范英国退欧风险、网络安全、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新型监管

领域加强监管研究并制定相应监管措施。美国、南非、土耳其和印

度等国也提出一定的监管措施，包括减少外部评级依赖、评级监管

机构变更、成立本土评级机构争取评级话语权以及系统梳理监管规

定等。借鉴上半年国际信用评级行业发展情况，我国信用评级行业

可得到以下六点启示：一是持续加强评级质量的监管，提高评级质

量；二是加大评级费用监管研究工作，增加评级收费信息披露及透

明度；三是推动统一的评级监管体系；四是关注评级行业新领域风

险，做好风险防范工作；五是减少外部信用评级依赖，促使市场参与

者理性看待外部信用评级；六是加强信息保密和责任追究工作。

一、欧盟地区评级行业发展动态

加强对信用评级费用的监管

ESMA于2018年1月11日发布《关于信用评级机构和交易数据库

机构收费的主题报告》（下文统一简称《收费主题报告》），其中总结

了现阶段信用评级费用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并明确未来对信用评级

费用的监管将从评级费用透明度、费用定价和成本监控以及评级行

业和评级产品供给端三方面展开。

在评级费用透明度方面，ESMA提出两点监管要求：一是要求

评级机构确保客户能充分获取有关评级费用及费用定价驱动因素的

相关信息，以做到客户是在充分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选择评级产

品；二是要求评级机构向ESMA提供足量与评级费用相关的数据并

提高数据透明度，以提升监管效率。

在费用定价和成本监控方面，ESMA要求评级机构满足以下三

个基本标准：一是确保成本是评级费用定价过程的核心影响因素，

即评级机构对评级费用的确定应基于成本，而不是基于不同客户的

价值或其他导致价格歧视的定价因素；二是应对成本类型进行细

分，避免成本分类高度概括化，以便于监管机构审查；三是对成本和

费用进行定期审查和控制，评级机构应对评级成本和费用间的因果

关系进行定期审查，并建立相应的防范措施，同时应对实际收取费

用与既定费用表之间的费用偏差进行定期审查和控制。

在评级行业和评级产品供给端方面，ESMA发现对评级集团

（Credit Rating Agency’s Group）运营模式1下的评级费用监管有潜

在漏洞，即评级集团内非注册附属机构采用已注册评级机构的产品

进行商业化而取得的相关产品的费用可能处于监管范围外，且投资

者及产品使用者往往无法区分相关产品是由注册评级机构提供还

是由非注册的附属机构提供。为进一步增强对评级集团运营模式中

存在的监管漏洞的认识，ESMA要求注册评级机构及附属机构、投

资者和评级报告使用者向ESMA定期提供相关信息，在获取足够相

关信息的基础上，ESMA将深入了解该运营模式及该模式下的相关

产品，并提出相应的监管措施。

ESMA在2018年2月8日发布的《ESMA对信用评级机构、交易

数据库机构及第三国清算机构2017年监管总结及2018年工作展望》

（下文统一简称《工作展望》）中也强调，2018年将按《收费主题报

告》的监管方向持续推进评级费用监管工作，在后续监管工作中会

逐步出台针对以上三个评级费用监管方向的监管细则，促进评级费

用在欧盟的公平定价，维护欧盟评级市场的良性竞争环境，进而维

护投资者的权益。

强化ESMA注册评级机构“背书”境外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统一

认证工作

ESMA于2017年11月发布《注册评级机构应用CRAR第4（3）

款指引》（下文统一简称《认证指引》），指出ESMA注册评级机构

“背书”其评级结果效力的标准，不再是“境外评级机构遵守非欧

1  评级集团（Credit Rating Agency’s Group）运营模式是指国际大型评级机构通常由在各地注册的评级机构和未注册的附属机构组成一个集团并运营，未注册的附属

机构一般通过采用已注册评级机构的评级产品进行商业化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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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地区的评级机构监管法律”，境外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能在欧

盟地区得到承认并使用的前提，是其所在国家的监管机构或其内

部规定要完全达到在ESMA注册的评级机构的监管标准。2018年

3月，ESMA发布《注册评级机构应用CRAR第4（3）款指引——如

何评估境外评级机构评级标准达到“与CRAR规定同样严格”的补

充征求意见稿》（下文统一简称《征求意见稿》），旨在对上述《认

证指引》规定的具体内容2给出相应解释，同时就相关规定的解释

向公众征求意见。此次《征求意见稿》的反馈内容经许可后将作

为补充条款加入现有的认证指引中，将于2019年1月1日起生效。新

指引生效后，ESMA对境外评级机构的“背书”制度内容将更加明

确，加强其对ESMA注册的评级机构在“背书”过程中的指导性作

用，有效保障在欧盟地区使用的评级结果质量，增强对投资者权益

的保护。

ESMA新“背书”指引很快获得有关国家的呼应，2018年3月

底，加拿大证券管理局（Canadian Securities Administrators）发布

公告称将考虑对加拿大的信用评级监管法律（Designated Rating 

Organizations）进行修改，旨在使加拿大的信用评级监管规则符合

ESMA《认证指引》中的规定，以便加拿大信用评级机构可以继续

适用欧盟信用评级的“背书”制度。加拿大证券管理局计划于本年

内根据欧盟有关监管规则改革着手修改相关监管法律。4月4日，

ESMA发布消息，确认加拿大和南非的信用评级监管法律框架符合

其背书规定，欧盟地区会继续承认加拿大和南非地区信用评级机构

评级结果的效力。

防范英国退欧对信用评级市场的不良冲击

ESMA在《工作展望》中强调关于防范英国退欧对欧盟信用

评级市场带来风险的重要性。在英国退欧后，为保证公司主体在英

国但仍受欧盟监管的评级机构能持续经营，ESMA将密切保持与

相关评级机构沟通，并对留欧持续经营的信用评级机构提出以下

四点要求：一是英国退欧后，留欧经营的评级机构需要在欧盟境内

配备足够的人力资源以及确立有效的经营管理机制和内部控制措

施；二是留欧经营的评级机构不允许是空壳公司，经营活动不允许

由欧盟境外地区公司执行；三是留欧持续经营的评级机构规模要

与英国退欧前相当；四是留欧的评级机构要制定应对英国退欧不

良冲击风险的方案。

推进云计算领域、信息及网络安全监管

推进云计算领域监管，规避数据服务外包风险。ESMA在《工

2  《征求意见稿》针对信用评级收费要求、信息披露要求、评级方法审查、信息披露、评级机构独立性和利益回避等方面的规定做了详细解释。
3  评级数据报告工具 (Ratings Data Reporting tool，RADAR) 由 ESMA 开发，是注册评级机构向 ESMA 传输评级报告相关信息的 IT 系统。

作展望》中指出，2018年ESMA将推进云计算服务领域的监管工

作，旨在探讨云计算外包服务的合规风险，并构建一套清晰的云计

算服务监管制度。ESMA将选取一家受监管的评级机构，就其云计

算外包的情况进行盘点，进而找出云计算服务方面存在的具体风

险并提出相应的监管方向。此外，ESMA也将充分借鉴国际监管标

准、行业领先监管标准以及欧洲银监局关于云计算外包服务监管

的意见，借鉴已将数据外包给云计算服务商的注册评级机构的实

行情况及策略。

加强信息及网络安全监管。针对2017年度世界网络安全事件频

发的背景，ESMA指出信息安全将是2018年度持续优先监管的领域。

在对信息安全事件进行监控的基础上，ESMA将进一步研究信用评

级行业的网络安全存在的问题，出台相应的网络安全监管措施。

持续完善评级机构内控制度建设、加强评级质量监管工作

完善评级机构内控制度建设。ESMA在《工作展望》中指出，由

于评级机构之间存在差异，ESMA不要求所有受监管机构制定统一

的内控制度，但要求评级机构的内控制度至少满足以下四点标准：

一是具有完善的内控环境，能依据内控目标制定相应的组织架构；

二是具备完整的风险评估和管理程序；三是具备内部审计和独立的

评估体系；四是能有效监控公司经营活动。

持续增强评级质量监管工作。ESMA在《工作展望》中指

出，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评级质量监管工作：一是提高评级

过程的质量，ESMA在监管实践中发现很多评级报告没有全面分

析评级机构在尽职调查中取得的信息，ESMA将提出相应措施，

促使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做到全面分析所获取的信息；二是

改善评级数据和结果存在的异常现象，ESMA将充分分析从评级

数据报告工具3（(Ratings Data Reporting tool，RADAR）中获取

的数据，并密切监控和分析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及活动，并就

评级数据和结果存在异常的现象向信用评级机构跟进原因并要

求改进；三是提高评级方法审慎性和有效性，ESMA将针对评级

模型的有效性和评级方法的审慎性做进一步研究，并与评级机

构密切合作，一旦发现缺陷，即时提出相应的弥补措施。

二、美国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动态

美国存款保险公司对国际银行监管规定中删除引用投资级信用评

级的规定

2018年2月15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发布消息称，将移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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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第 939A 款规定每个联邦机构要对其颁布的有关信用资质评估以及引用外部信用评级的监管规定进行审查和修改。

每个联邦机构要根据自身监管情况建立一致并可行的信用资质标准，同时，对于要求引用外部信用评级的监管规定，应替代为符合自身监管要求的信用资质。此外，

该法案还要求将审查和修改的结果向国会报告。

受承保的国际银行在从事投资活动和资产抵押业务时要求符合“引

用投资级别的信用评级”的规定，而改为“被其他联邦法规采用的

信用资质并符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多德

弗兰克法案）第939A款规定4”。这一变化符合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第

939A款“对评级的依赖性审查和修改”的规定。该项举措将进一步

减少美国金融机构对外部信用评级的依赖，促使金融机构和投资者

理性看待和使用外部信用评级。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起诉涉嫌内幕交易的评级分析师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6月26日起诉涉嫌内幕交易的

某信用评级公司评级分析师Pinto-Thomaz。该分析师在提供评级

咨询服务中将两公司并购的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两位友人，两位友

人在得知消息后低价购入被并购公司的股票，在并购完成后卖出

股票，各自获取19.2万美元和10.7万美元的利润。SEC以上述三位

人士涉嫌欺诈为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三位人士进行处

罚并追缴非法所得。

三、南非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动态

形成金融行业双峰监管体制，增强对评级行业的监管能力

根据南非2017年8月通过的《金融部门监管法》（Financial 

Sector Regulation Act, 2017）的有关规定，自2018年4月1日起南非

金融监管机构由原监管机构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以下简称FSB）拆分成金融审慎监管机构（Prudent ial 

Authority，以下简称PA）和金融行为监管机构（Financial Sector 

Conduct Authority，以下简称FSCA），形成双峰监管体制。PA主要对

银行、保险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正常运营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进行监管，而FSCA则侧重对金融市场中金融机构的行为监管，以保

护投资者权益。南非信用评级行业将由FSCA监管，FSCA将在继承

原有监管机构FSB监管人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充监管人才，增强监

管能力。此次监管机构职能的细化工作将增强南非对信用评级机构

的行为监管，提高信用评级结果的可靠性。

持续加强评级质量、公司治理及信息技术监管

FSCA在发布的《2017年信用评级服务部门监管年报》中指出，

在2018-2019财年，南非信用评级监管机构将重点关注评级作业质

量、公司治理和信息安全等领域。（1）评级作业质量方面，将持续对

评级作业进行检查以确保评级作业过程和结果的一致性、透明度和

可靠性；另外，监管机构将会审查评级机构证明其评级方法具有历

史可靠度、区分能力和预测性的做法是否有效。（2）公司治理方面，

监管机构将通过强调评级机构董事会的责任，确保评级机构遵守相

关的监管规则，保证评级活动有适当的风险管控；同时监管机构将

确保评级机构的董事会和高管层认识到评级合规的重要性。（3）信

息安全方面，本财年监管机构将对评级机构的外包业务进行审查和

评估，防止信息泄露，也将会关注评级机构使用云计算的合规风险

以及评估可能产生的网络安全风险。

四、印度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动态

印度全面梳理信用评级机构监管规定。2018年5月2日，印度证

券和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SEBI）发

布了《评级机构监管规则汇编》（Master Circular for CRAs，以下简

称《规则汇编》），包含从2005年至2018年一季度期间现行有效的评

级行业相关监管规则，对印度的信用评级行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

以及评级作业的规定作了全面梳理，内容涉及设立评级机构的具体

要求、评级标准、评级流程、信息披露、内部控制、投资人投诉处理

和评级报告发布标准等。《规则汇编》的发布将进一步提高SEBI对

评级机构的监管效率，提高印度评级机构向SEBI的注册效率，促进

印度评级行业的健康发展。

五、土耳其信用评级行业发展动态

土耳其计划成立国家信用评级机构。土耳其银监局主席

Mehmet Ali Akben 于2018年3月12日指出土耳其计划在年内成

立国家信用评级机构，相关组织框架制定工作目前已有序展开。

Mehmet Ali Akben指出，成立的国家评级机构更能熟悉土耳其国

家和公司体系，对土耳其公司发债成本具有正面作用。今年年初以

来，国际评级机构对土耳其进行了一系列主权评级调降行动，1月，

惠誉下调土耳其主权评级并决定关闭在伊斯坦布尔的办公室；3月

7日，穆迪将土耳其的主权评级由Ba1调降为Ba2。土耳其总统及多

位土耳其高官认为这些调降行动具有政治目的，旨在削弱土耳其

经济。因此，设立国家信用评级机构有助于削弱国际评级机构对土

耳其主权信用的影响，掌握土耳其主权信用评级话语权，稳定土耳

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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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我国评级行业的启示

从2018年上半年国际评级行业监管动态来看，国际监管机构

继续针对提高信用评级质量、完善评级机构内控制度建设等推出监

管计划及措施，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对评级费用定价、注册评级机构

“背书”境外评级机构评级结果、云计算及信息安全等方面的监管

工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我国评级行业的监管及发展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获得启示：

持续加强对评级质量的监管，提高评级质量

2018年上半年，ESMA继续将评级质量监管作为工作重点，南

非也将评级作业质量纳入监管重点，各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持

续加强对评级质量的监管体现出评级质量对行业发展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的发生日趋常态化，持续加强对信用

评级质量的监管有助于提高评级机构对债券市场违约风险揭示的

准确性，促进评级行业的健康发展。评级机构应积极提高自身评级

准确性与评级质量，完善评级方法和加强评级技术体系建设，加强

对宏观经济、行业周期、企业特征及评级方法等方面的预测和研究

工作，同时注重对评级数据库的建设，提升自身研究能力、业务服

务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更好地服务于发行人与投资者，提高信用评

级机构的声誉。

加大评级费用监管研究工作，增加评级收费信息披露及透明度

评级费用的合理定价有利于评级机构良性竞争，同时也关乎

投资者的切身利益。目前，我国资产证券化市场、私募债券市场、非

标产品市场、熊猫债市场、地方政府债市场及其他创新产品市场中

存在收费混乱、低价倾销行为等问题。借鉴ESMA的研究成果，我

国监管机构可以从判断“费用是否主要基于成本”和“评级费用是

否存在价格歧视现象”两方面开展工作。建议统一明确评级机构的

最低收费标准，同时规定评级机构收费价格不得低于其成本，以避

免出现不正当竞争、不正当价格行为和低价倾销行为。评级机构可

以加强在评级费用成本方面的信息披露及信息透明度，制定评级服

务的费用明细表，并做到费用成本分类尽可能详细化，并定期检查

收取的评级费用与费用明细表是否存在不合理偏差。对合理偏差，

应及时向客户和监管机构披露偏差原因；对不合理偏差，应及时给

予修正，维护客户权益和自身信誉。

推动统一的评级监管体系，促进监管效率的提升

国际上，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债券市场均为统一监管体系，

2018年上半年，南非信用评级行业宣布由FSCA监管，同时增强监

管能力、细化监管机构职能；印度全面梳理信用评级机构监管规

定，提升了监管效率。而现阶段我国评级行业仍存在市场分割、多

头管理的现象，使得不同市场上评级机构的准入门槛标准不尽相

同，同时同一评级机构可能同时受到不同行为规范的约束。借鉴

国际先进经验，我国应进一步加强交易所债券市场与银行间债券

市场互通、互联，促进统一的债券市场形成，加强监管部门合作

性功能监管，完善“人行－各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多层次的监管

体系，提升监管的效率和一致性，并建立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多

层次的立法系统。

关注信息安全等新领域风险，做好风险防范工作

2018年上半年，包括ESMA在内的国际信用评级监管机构均

加强了对网络安全、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新领域的风险研究。随着

网络、大数据及云计算的广泛普及，其在评级机构中的应用将越来

越多，对这些领域提前进行研究并制定相应监管政策有助于评级

行业的良性发展。因此，我国评级监管机构应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对信息安全等新领域在信用评级机构运用中现存和可能面临的风

险加大研究力度，制定相应的监管及防范措施。我国评级机构在应

用网络、大数据及云计算服务时，应充分评估相关服务及服务商

对评级业务构成的潜在风险，做好风险排查及防范工作，促进评级

行业的健康发展。 

减少外部信用评级依赖，促使市场参与者理性看待外部信用评级

2018年上半年，美国存款保险公司对国际银行监管规定中删除

了引用投资级信用评级的规定，旨在促使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理性看

待和使用外部信用评级。现阶段金融监管机构对外部评级的使用存

在过度和比较机械的问题，在债券发行、流通、投资的门槛等方面对

信用级别均有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评级质量、导致非理性竞争和

级别虚高等问题。因此，我国信用评级监管部门应逐步减少债券发

行、流通和投资环节的信用等级限制，同时引导投资者正确认识外

部评级的局限性，科学地使用外部评级。

加强信息保密和责任追究工作

2018年SEC进一步加强评级分析工作中不当作为的责任追究工

作，表明对评级行业责任追究的范围逐渐从评级机构具体化到评级

从业人员。此外，SEC加强了评级机构信息保密工作的监管力度，禁

止评级从业人员通过信息不对称优势进行套利交易，防范因工作失

误导致信息泄露而造成发行人和投资者的损失。我国信用评级监管

机构也应持续完善评级行业相关法律与制度建设，对违规从业人员

依法加强责任追究。相应地，我国信用评级机构应加强公司治理与

合规制度建设，持续加强员工行为督导，对违规行为采取相应处罚

措施，保证评级业务的健康发展。

国际评级 International Credit Ratin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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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dit Rating Report on 
Hexiang 2018-1 Personal Consumer 
Loan Asset-backed Securities

报告选编 Selected Credit Rating Report

Strengths

1. The underlying loans in the asset pool are normal loans 
held by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indicating an 
excellent asset quality. 

2. The asset pool has a huge amount of borrowers, with 
single largest outstanding balance accounting for 0.01% 
of the total, reducing concentrated default risk.

3. This transaction adopts a senior/subordinate structure 
as the primary credit enhancement method. Based 
on the issuance amount, Senior class A securities 
receive 13.32% of credit support from senior class B 
securities and subordinated class securities; Senior 
Class B securities receive 8.44% credit support from 
subordinated class securities.

4. The complementary structure between principal 

Rating Date: May 25, 2018
Analysts: Xu Qiannan, Sun Jiaping, Zheng Fei
Issue Date: June 29, 2018

Tranches Amount
(RMB 10 thousand) In Total (%) Credit 

Ratings
Senior Class A 480000.00 86.68 AAAsf

Senior Class B 27000.00 4.88 AA+sf

Subordinated Class 46759.59 8.44 NR

Total 480000.00 86.68 -

Note: NR——not rated

Start Date of Trust: March 1, 2018 
Final Maturity Date: January 26, 2025
Transaction Type: Static Cash Flow ABS
Vehicle Type: Special-Purpose Trust
Underlying Assets: Personal consumption loan in an amount of 
RMB5537.5959 million owned by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Credit Enhancement Methods: Senior/subordinate structure, excess 
spread and triggering event
Trustor/Originator/Loan servicer: China Merchants Bank Co., Ltd
Trustee/Issuer: China Resources SZITIC Trust Co., Ltd.
Custodian: China Construction Bank Co., Ltd Beijing Branch
Lead underwriter/Bookrunner: China Merchants Securities Co., Ltd

Summary

account and revenue account provides senior tranches 
with considerable credit and liquidity supports; triggering 
events of “accelerated payment” and “default” further 
protect senor tranches from losses.

Concerns and Risk Mitigation

1. The asset pool’s borrowers have high regional 
concentration, with Zhejiang Province has the largest 
outstanding balance accounting for 18.04% of the total 
and the top five major areas accounting for 76.34% 
in the total, indicating adverse impacts on regional 
concentration risk.
Risk mitigation: Regional concentration risks are 
mitigated by the fact that regions which take high 
proportion of outstanding balance are developed 
regions, with high per-capita income and great credit 
environment. When making adjustments on parameters 
for the default model, Lianhe Ratings increased 
underlying assets default rates of highly concentrated 
regions. The results has taken regional concentration as 
an essential factor.

2. All underlying assets in the asset pool are credit loans, 
indicating a low loan recovery level when borrowers 
default. 
Risk mitigation: Lianhe Ratings uses historical data 
analysis to ensure recovery basis and target rating 
losses at different levels. The result has taken recovery 
risk as an essential factor.

3. Modeling accuracy is limited due to mathematical 
method and the quality of data used i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Risk mitigation: When making adjustments on the 
parameters for the default model, Lianhe Ratings has 
incorporated different variations in prepayment rate, 
spread level and loss time distribution scenarios to 
reduce certain risks stemmed from modeling.

4. Against complex external environments and the macro-
economic downturn, systematic risks have adverse 
impacts on the asset pool.
Risk mitigation: When making adjustments on 
parameters for the default model, Lianhe Ratings has 
considered the increase of default rates and the decrease 
of recovery rate caused by systematic risks. The results 
has taken systematic risk as an essential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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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ors 2017 2016 2015
Total Assets (CNY 100 Mn) 10306.17 9054.83 7016.29 

Shareholders’ Equity (CNY 100 Mn) 522.56 463.75 417.15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n (%) 1.49 1.74 0.42 

Provision Coverage (%) 186.02 159.17 482.38 

Loan Loss Provision Ratio (%) 2.77 2.78 2.01 

Current Ratio (%) 60.58 64.99 67.92 

Loan-to-Deposit Ratio (%) 59.02 56.69 48.58 

Shareholders' Equity/Total Assets (%) 5.07 5.12 5.95 

Capital Adequacy Ratio (CAR) (%) 12.85 11.99 13.03 

Tier-I CAR (%) 9.04 9.10 9.42 

Core tier-I CAR (%) 9.04 9.10 9.42 

Indicators 2017 2016 2015

Total Revenue (CNY 100 Mn) 132.33 160.97 141.74 

Total Profit before Provisions (CNY 100 Mn) 96.32 123.83 100.82 

Net Profit (CNY 100 Mn) 75.74 68.78 62.24 

Operating Expense/Total Revenue (%) 25.10 19.24 18.94 

Pre-Provision ROA (%) 1.00 1.54 1.67 

Average ROA (%) 0.78 0.86 1.03 

Average ROE (%) 15.36 15.62 15.99 

Credit Rating Report on 
Shengjing Bank Co., Ltd. 
2018-1 Financial Bond

Long-term IDR: AAA
Financial Bond Rating: AAA
Rating Outlook: Stable

Rating Date: August 6, 2018
Analysts: Liu Rui, Kong Ning, Zhang Jianan

Issue Date: August 15, 2018
Offering Amount: CNY 12 Bn
Tenor: 3 years
Coupon: 4.35%

Strengths

1. The Bank has strong competitiveness in financial sector 
of Shenyang, while most of its non-local branches are 
in the developed areas of Northeast Region, Bohai 
Economic Rim and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Circle, contributing more to its overall business.  

2. With a high proportion of fixed term deposit, the Bank 
has a high stability of liabilities, providing a stable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sset 
business. 

3. The Bank enjoys stable development of the main 
business and good quality of credit assets, with overall 

Major Indicators: 

报告选编 Selected Credit Rating Report

profitability maintaining at a good level.
4. With the completion of H-share listing, the Bank 

improves the abilit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extends the capital replenishment sources. 

Concerns

1. The Bank’s loan services are concentrated in Northeast 
Region. Affected by the regional economic downturn, 
the quality of loan assets   declined in 2016. Although 
it has been improved and maintained in an adequate 
level, the trend of future changes still needs to be 
concerned.

2. As the Bank increase active liabilities to match large-
scale asset management plans and investment in 
trust beneficial right, tighter regulatory policies may 
put the Bank’s structure of assets and liabilities under 
adjustment pressure, with related credit risk and liquidity 
risk concerned.

3.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scale and the 
rapid consumption of capital, the Bank faces certain 
supplementary pressure in its core capital.

4. The background of macro-economic downturn,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tricter regulations has 
adverse impac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banks and their asset quality. 

Sources: Shengjing Bank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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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指南 Policy Guidelines

政策资讯 Policy and Information

国务院：对境外机构免征3年境内债券

市场利息所得税
8月3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指出，

减税降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保持宏观

经济稳中向好的重要举措。会议确定，在实

施好已出台措施的同时，再推出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新举措。其中，就推动更高水平对

外开放，鼓励和吸引境外资本参与国内经济

发展，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

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

值税，政策期限暂定3年。

（摘自中国网，2018年8月30日）

国务院金融委：保持股市、债市、汇市

平稳健康发展
9月7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

召开第三次会议。会议认为，当前宏观经济

形势总体稳定，经济金融保持稳定发展态

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就业稳

定，微观主体韧性进一步增强。会议强调，

继续有效化解各类金融风险，既要防范化

解存量风险，也要防范各种“黑天鹅”事件，

保持股市、债市、汇市平稳健康发展。

（摘自财经报社，2018年9月10日

财政部：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
8月14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做好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在专项债券

发行进度方面，《意见》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应

会同专项债券对应项目主管部门，加快发行

前期准备工作，成熟一批发行一批。省级财

政部门应当合理把握专项债券发行节奏，今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不受季度均衡要

求限制，各地至9月底累计完成新增专项债券

发行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80%，剩余的发行

额度应当主要放在10月份发行。在提升专项

债券发行市场化水平方面，要求省级财政部

门应根据专项债券发行规模、债券市场情况

等因素选择招标（含弹性招标）、公开承销等

方式组织专项债券发行工作，并规定地方财

政部门不得以财政存款等对承销机构施加影

响，人为压价。同时，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拨付

使用，并要求优化债券发行程序，简化债券信

息披露流程，加强债券信息报送。

（摘自中国证券报，2018年8月15日）

财政部：依法依规管控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

8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刘昆表示，将从

五方面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一是坚决

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督促整改政府投资基

金、PPP、政府购买服务中的不规范行为，严

禁各种违法违规担保和变相举债。二是妥

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省级政府对本辖区

债务负总责，省级以下政府各负其责，重点

加强对高风险地区债务化解力度。三是进

一步完善地方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强化财

政约束，有效抑制地方不具还款能力的项

目建设。四是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建立

健全跨部门联合惩戒机制，严肃问责地方

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中介机构违法

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做到终身问责、倒查责

任。五是研究出台加快融资平台公司市场

化转型、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等制度办

法，加快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

告制度改革，健全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摘自新华网，2018年8月28日）

五部委：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

8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

财政部、银保监会、国资委等五部门联合印

发《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提

出建立健全企业债务风险防控机制、深入

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加快推动“僵尸

企业”债务处置、协调推动兼并重组等其他

降杠杆措施、完善降杠杆配套政策，做好降

杠杆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服务监督等6方面共

27条工作要点，旨在降低企业杠杆率，打好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使宏观杠杆率

得到有效控制。

（摘自经济日报，2018年8月9日）

金融债券试水弹性招标，发行调整比例

不超过50%

8月13日，中国债券信息网发布了《中国

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关于试点开展金融债

券弹性招标发行的通知》。根据通知，试点

阶段，单期金融债券发行规模弹性调整比

例不得超过其初始发行规模的50%。试点

初期，弹性招标发行暂适用于开发性、政策

性金融债券的发行，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

场司可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在承销商选择方面，要求金融债券发行应

选择具备金融债券承销经验和能力的机构

作为承销商，并根据发行规模合理确定主

承销商（如有）数量。此外，金融债券招标

触发发行规模弹性调整机制的，发行人应

严格按照事先披露的规则进行调整操作。

在市场化发行方面，强调金融债券发行应

坚持市场化原则合理定价，不得以互持等

方式扭曲金融债券定价。

（摘自上海证券报，2018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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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证监会：加强信用评级统一管

理，推进债券市场互联互通
9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联

合发布2018年第14号公告。《公告》对逐步

统一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评

级业务资质、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监管和

监管信息共享、推进信用评级机构完善内

部制度等方面进行规范。《公告》的发布是

完善债券市场管理制度、推进债券市场联

通的重要举措，也是推进债券市场信用评

级监管统一的重要制度性安排。下一步，中

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将在公司信用类

债券部际协调机制框架下，进一步推动中

国债券市场和评级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摘自新浪财经，2018年9月11日）

央票“登陆”香港可调节人民币流动性

以及稳定汇率
9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特别行

政区金融管理局签署了《关于使用债务工具

中央结算系统发行中国人民银行票据的合作

备忘录》，人民银行将利用香港金管局的债务

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债券投标平台在

香港招标发行央行票据。香港金管局表示，

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旨在丰富香港高信用等

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债券收

益率曲线，支持香港离岸人民币业务发展。同

时，人民银行也可以通过发行央票来调节离

岸人民币流动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

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摘自金融时报，2018年9月21日）

证监会提出完善上市公司股份回购制

度，有利于可转债发行
9月6日，证监会会同财政部、人民银

行、国资委、银保监会等有关部门，研究起

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正案》草

案，提出了修改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二条股份

回购有关规定的建议，包括增加股份回购

情形、完善实施股份回购的决策程序以及

建立库存股制度。受到股价持续低迷影响，

可转债发行难度加大，近期自然人股东存

在大面积弃购和券商包销普遍的现象，启

动回购能稳定发行预期，将有利于可转债

的顺利发行。

（摘自上海证券报，2018年9月7日）

外汇交易中心发布“债券通”规则，明

确业务规范

8月3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根据央行

和香港金融管理局关于“债券通”的联合

公告，制定并发布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债券通”交易规则（试行）》，要求境

外投资者发送报价请求的请求量最低为100

万元，最小变动单位为100万元。据悉，此规

则还适用于“北向通”。在投资者管理方面，

《规则》要求，参与“北向通”交易的境外

投资者，应符合央行规定的银行间债券市场

准入条件。同时指出，境外投资者的入市流

程应按照交易中心制定的入市指引办理。交

易中心可代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办理银

行间债券市场准入备案，并开立交易账户。

开立交易账户后，境外投资者成为交易中心

交易成员。在市场交易方面，“北向通”交易

应符合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资金跨

境流动管理等各项规定，并且交易时间为内

地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日。另外，《规则》还

对交易品种进行了限制。“北向通”交易的

品种为现券买卖，可交易的券种为银行间债

券市场交易流通的各类债券，包括国债、地

方政府债、中央银行债券、金融债券、公司

信用类债券、同业存单、资产支持证券等。

（摘自北京商报，2018年9月3日）

银保监会鼓励银行承销地方债

银保监会于近日下发《中国银保监会

办公厅关于商业银行承销地方政府债券有

关事项的通知》指出，自印发之日起，地方

政府债券参照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不适

用《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强商业银行债券承

销业务风险管理的通知》（银监发[2012]16

号）相关规定。此前，商业银行投资部门投

资于本行所主承销债券的金额，在债券存

续期内，不应超过当只债券发行量的20%，

地方政府债券参照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后，银行购买本行承销的地方债将不受上

述规定限制，银行承销地方债意愿会增强。

市场人士表示，取消20%的限制对地方债发

行是一个利好，地方政府后续发债会相对

之前变得容易。

（摘自新浪财经，2018年9月4日）

地方债问责继续强化

9月14日，财政部网站公布了8家金融机

构违法向地方政府提供融资的行为。这也

是继财政部通报云南、广西、安徽、宁波等

地政府违法违规举债担保问责案例后，银

保监会首次公开集中通报金融机构违规向

地方政府提供融资行为查处情况。银保监

会已依法对8家违法金融机构进行问责，同

时采取对应监管措施，部分机构被处以罚

款，还有部分机构被暂停业务等。地方债违

法违规问责还将持续，金融机构向地方债

务违规融资的违法成本越来越高。

（摘自中国基金报，2018年9月14日）

深交所发布指南，进一步优化公司债券

审核程序

为完善公司债券分类监管，优化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上市预审核

及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条件确认机

制，提高公司债券融资效率，深交所于近日

制定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业务办理

指南第4号——公司债券优化审核程序》，

规定凡市场认可度高、行业地位显著、经营

财务状况稳健且具有丰富的债券市场融资

经验的发行人，向深交所所申请预审核、挂

牌条件确认及前述债券的发行时，可以按

照本指南适用优化审核程序。

（摘自深交所官网，201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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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向 Market Trends
全国首只高等学校专项债券招标发行

8月10日，云南省政府通过财政部深交

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成功招标发行145亿

元地方债。这是云南省政府首次在深交所发

行地方债，其中发行的省级高等学校专项债

券是财政部推进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又一创新品种，也是继

土地储备、政府收费公路、棚户区改造及轨

道交通专项债后，全国首单省级公办高等学

校专项债券。此次5年期高校专项债券发行

总额为10亿元，其中8.4亿元用于云南财经大

学安宁校区一期子项目2建设，1.6亿元用于云

南财经职业学院建设。

（摘自第一财经，2018年8月10日）

首批ABN债券通成功发行
近 期，首 批 两单资 产 支 持 票 据

（ABN）债券通成功发行，这是债券通开

通之后，成功发行的首批ABN债券通，境

外投资者也可通过“债券通”参与认购。

这两单ABN债券通中，“北京京东世纪贸

易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

据”的发起人为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

公司，该ABN债券通注册规模为40亿元，

第一期发行规模为10亿元。其中，优先档

A为7.5亿元，期限1.5年；优先档B为1.5亿

元，期限1.5年；中间档为0.5亿元，期限为

1.5年；次级档为0.5亿元，期限1.5年。另一

单ABN债券通为“海通恒信国际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资产支持票

据”，注册规模20亿元，本期规模10亿元。

银行间交易商协会信息显示，两单均已经

吸引境外投资者认购。

（摘自中国证券报，2018年8月13日）

上交所首单教育类项目收益专项债成

功发行

8月15日，陕西省省级教育类项目收益专

项债券（一期）成功通过财政部上海证券交

易所政府债券发行系统公开招标发行，这是

陕西省首次发行教育类项目收益专项债券，

也是在上交所发行的第一单教育类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本次陕西省省级教育类项目收益

专项债券募集的13亿元将用于陕西省内10所

高校的新校区、图书馆、实验楼等基础设施

建设。发行结果为：7年期13亿元，认购倍数

3.57倍，边际倍数5.83倍，利率4.12%；其中，

券商中标4.1亿元，约占发行规模的31.54%。

（摘自中国证券报，2018年8月17日）

全国首只水资源专项债券发行

8月16日，广东省政府成功发行全国首

只水资源专项债券——珠三角水资源配置

工程专项债券，由此开创了水资源行业发行

专项债券的先河，也创新了大型水利工程融

资模式。此次第一期10年期10亿元债券发行

利率为3.96%，投资者认购倍数1.82倍。该专

项债券由广东省政府任发行主体，计划发行

总额约182.57亿元，其中建设期142.57亿元、

运营期40亿元，未来各年发行额度和期限将

视情况而调整。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8月17日）

全国首单乡村振兴专项债成功发行

8月20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行的2018年

四川省泸县乡村振兴专项债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成功发行，此次专项债券的发行为全国

首单乡村振兴专项债，是财政部推进项目收

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又

一创新品种。本次发行的2018年四川省泸县

乡村振兴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四川省

政府专项债券（六期）评级为AAA级，发行

总额为5亿元，期限5年。四川省泸县乡村振

兴项目总投资为30.31亿元，其中47%为项目资

本金，其余资金计划分三年发行专项债券募

集。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泸县乡村振兴项目建

设，项目主要包括宅基地制度改革、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4大类。

（摘自四川沪县人民政府官网，2018年8月21日）

年内54家券商股债融资超4600亿元，

短融高达785亿元
截至2018年8月21日，年内共有54家券商

参与股债融资。在融资规模方面，券商发行

的股债融资金额共计4682.22亿元，其中发债

4339.4亿元，包括证券公司债2794亿元、次级

债710.4亿元、短期融资券785亿元、可转债50

亿元；股权融资共342.82亿元，包括IPO81.77

亿元、定增261.05亿元。整体来看，这54家券

商的股债融资渠道仍以发行证券公司债（包

括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为主，其中共43

家券商发行了118只公司债，发行额度为2794

亿元，发行规模虽较去年同期略有下滑，但

目前仍占券商融资总额的60%。从融资类型

的增速来看，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数量和额度

相比去年同期都有大幅的增长，年内共有9

家券商参与到短期融资券中，发行数量共31

只，同比增长21只，增幅达210%；发行额度

785亿元，增幅达292.5%。此外，证券次级债

也十分受券商青睐，其优势在于可以计入资

本，增强资本金充足率。

（摘自证券日报，2018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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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只20年期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在

上交所成功发行

8月22日，20年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一

般债券在上交所成功招标发行，这是我国首

只超长期限地方政府一般债券，也是首只保

险机构认购超九成的地方政府债券，标志

着地方债的发行进入新阶段。本只债券发

行规模100亿元，发行利率为4.44%，较国债

基准上浮12.6%，约50个BP。市场认可度高，

认购倍数达3.09倍，其中证券公司合计投标

189.3亿，为发行规模的1.89倍，中标金额50.5

亿，为发行规模的50.5%，刷新证券公司承销

团单券承销记录。

（摘自中国证券时报，2018年8月22日）

8月地方债净融资额创两年新高，资金流

入基建项目

8月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和净融资额

均创下近两年新高。统计显示，2018年8月，

地方政府债总发行量达8829.7亿元，为2016

年7月以来最高；净融资额达7654.85亿元，为

2016年9月以来最高。融资端发力的同时，项

目端投放也有提速迹象。从公开信息来看，

专项债中不少资金流入基建项目。除去土地

储备和棚户区改造专项债，收费公路、水利、

城乡供水以及其他创新品种专项债，大部分

投向基建项目。

（摘自上海证券报，2018年9月3日）

8月债券通交易量达812.24亿元，境外机

构买入量占比68%

9月3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数据显

示，债券通开通以来，境外机构投资者入市

数量以及交易规模均平稳增长。2018年8月

债券通交易量达812.24亿元，境外机构买入

量占比68%。截至8月末，共有个425家境外主

体通过债券通渠道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

其中，境外非法人产品账户数量占59%，境

外商业银行占19%，境外证券公司占7%；按

地区分布统计，债券通境外机构主要集中在

中国香港（占约52%），其他包括美国、台湾、

新加坡、开曼群岛、维京群岛、日本、澳门、

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卢森

堡、法国、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

（摘自中国金融信息网，2018年9月4日）

多因素吸引境外机构连续增持人民币债券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日前

发布的统计月报显示，截至2018年8月末，境

外机构在该公司的债券托管量达14120.84亿

元，在继续刷新历史纪录的同时，比上月末增

加580.07亿元，为连续第18个月增加，增加额

与上个月相当。境外机构连续增持人民币债

券主要基于几点原因，一是尽管人民币汇率

出现一定波动，但实际上其他新兴市场货币

的波动幅度远高于人民币，造成人民币“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仍具增持价值。二是为了稳

定人民币汇率，央行在远期汇率市场的干预

某种程度上导致人民币远期的掉期点由正转

负，这意味着境外机构可以锁定更低的人民

币融资成本，投资境内短期债券依然有利可

图。另有一些境外机构还认为人民币利率还

会继续下降，因此即使票息收益下降了，但未

来仍会获得不错的资本利得。此外，中国债

券市场不断对外开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包括放开境外评级机构参与到国内债券评

级业务、减免税收、债券通实施DVP（券款对

付）等措施实施，营造了良好的大环境。

（摘自中国证券报，2018年9月5日）

首单医疗专项债问世

日前，青海省政府拟发行医疗卫生专项

债6亿元。本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以下三个

项目：（1）青海省第五人民医院整体搬迁项

目（2.5亿）；（2）青海大学附属医院门诊就诊

综合业务楼项目（2.5亿）；（3）青海省人民医

院全科医生临床培养基地、藏区区域医疗中

心项目（1亿）。这将是第一单医疗专项债，也

将是第十二类专项债。评级公司认为，本期

债券纳入青海省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以项

目投入使用后的门诊收入和住院收入等为

偿债来源，具有很高的保障程度。因此，将

本期债券的等级评为AAA级。

（摘自新浪财经，2018年9月10日）

9月二级资本债发行规模逼近今年前8个

月总额

2018年上半年，26家上市银行中，有17

家银行资本充足率或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

出现不同程度下降。究其原因，在去杠杆、

强监管下，各家银行压缩同业资产、表外非

标投放等，相应增加表内信贷投放。上半

年，各家银行的表内信贷投放速度明显加

快。高风险权重资产回表，使得银行资产

消耗速度增加。在此背景下，9月以来，银

行资本补充开始加大力度，已有中国银行、

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分别

募资400亿元、300亿元、200亿元，逼近今

年前8个月银行发行二级资本债总额1000亿

元的规模。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9月11日）

今年AAA级企业债券弃发占比明显下降

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9月10日，今年

取消或推迟发行的债券规模达到3431亿元，

其中发行人主体评级为AAA的规模占比为

27.56%。而2017年取消或推迟发行的6332亿

元债券规模中，发行人主体评级为AAA的

规模占比为41.33%。这表明，今年以来AAA

级企业取消发债的现状，相对于同期债市总

体的取消发行情况出现了明显改善。市场人

士表示，今年AAA级的主体非常受投资人青

睐，尤其是政策趋向鼓励加大配置中低评级

信用债之后，市场资金利率低，购买AAA级

债券的性价比非常高，且相对风险较低，由

此弃发率显著下降。

（摘自每日经济新闻，2018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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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期短融、5年期中票、7年期企业债券和
3年期公司债券发行利率走势

2018年8月至9月，央行延续了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通过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维持了银行间流动性的基本稳定。具体来看，央行实施逆回购

共计10200亿元，逆回购到期9100亿元，实现净回笼1100亿元，通过中长期借贷便利（MLF）实现净投放4605亿元，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实

现净投放216亿元。此外，央行还对金融机构开展了482.6亿元的常备借贷便利（SLF）稳定债券短端利率。2018年8月，受政府债券发行放量增

加及央行减缓净投放影响，资金面稳中趋紧。9月，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以及季末MPA考核等因素的影响，逆回购投放有所加大，资金面

仍维持稳中略紧。在此背景下，2018年9月，1年期短融、5年期中票和7年期企业债的平均发行利率（5.29%、5.47%和7.56%）较2018年8月（5.21%、

5.16%和7.43%）有所上升，3年期公司债的平均发行利率（5.11%）较2018年8月（5.16%）有所下降。

信用等级
1年期短融 3年期公司债 5年期中票 7年期企业债

2018年8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9月 2018年8月 2018年9月

AAA 4.23 4.65 4.59 4.59 4.94 5.02 7.15 7.42

AA+ 5.78 5.19 6.34 6.91 5.65 5.93 6.30 6.95

AA 6.36 6.32 7.68 6.85 - - 7.86 8.14

平均发行 5.21 5.29 5.16 5.11 5.16 5.47 7.43 7.56

表1  2018年8月~2018年9月债券平均发行利率

图1  1年期不同信用等级主体所发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走势

市场数据 Marke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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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3年期不同信用等级公司债券发行利率走势图

图3  5年期不同信用等级中期票据发行利率走势

图4  7年期不同信用等级企业债券发行利率走势图

2018年8月至9月，银行间1年期固定利

率国债到期收益率波动上升。整体来看，1年

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走势和1年期固定利

率国债到期收益率的走势大致相同但波动

较大。2018年9月，AAA级主体所发1年期短

期融资券的平均发行利率（4.65%，）较8月

（4.23%）有所上升，AA+级和AA级短期融

资券的平均发行利率（5.19%，6.32%）较8月

（5.78%，6.36%）均略有下降。

2018年8月至9月，交易所国债3年期到

期收益率略有上升，3年期公司债券的平均

发行利率走势和交易所国债3年期到期收益

率的走势大致相同。2018年9月，3年期AAA

级, 公司债的平均发行利率（4.59%）与8月持

平，AA+级公司债的平均发行利率（6.91%）

较8月（6.34%）有所上升，AA级公司债的平

均发行利率（6.85%）较8月（7.68%）略有下

降。

2018年8月至9月，银行间5年期固定利

率国债到期收益率略有上升，5年期中期票

据平均发行利率走势与5年期固定利率国债

到期收益率的走势大致相同。2018年9月，5

年期AAA级和AA+级中期票据的平均发行

利率（5.02%，5.93%）较8月（4.94%，5.65%）

有所上升，8月和9月均无AA级5年期中期票

据发行。

2018年8月至9月，银行间7年期固定利

率国债到期收益率略有上升，7年期企业债

平均发行利率与7年期固定利率国债到期

收益率的走势大致相同。2018年9月，7年期

AAA级、AA+级和AA级企业债的平均发行

利率（7.42%，6.95%，8.14%）较8月（7.15%，

6.30%，7.86%）均有所上升。

受到企业季节性缴税及信用风险事件

趋于常态化等因素的影响，预计2018年10月

和11月，央行将保持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

并继续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

动性的合理充裕。

市场数据 Market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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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种类别
发行期数（期） 发行规模（亿元）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1-9月 2018年1-9月

同比（%）

政府债 1126 1299 1290 881 -2.54 58226 89916.09 83089.34 60167.90 -8.88 

国债 91 140 156 94 -20.34 19875.38 29457.69 39508.4 22259.78 -27.42 

地方政府债 1035 1159 1134 787 0.13 38350.62 60458.4 43580.94 37908.12 7.20 

金融债 613 818 786 302 -50.65 32115.79 41165.5 38691.51 25302.78 -15.36 

政策性银行债 460 624 545 152 -64.24 25790.15 33470 28819.78 18560.08 -19.07 

商业银行债券 117 154 198 104 -30.20 4707.64 6230.5 8707.73 4818.70 -18.97 

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券 36 40 43 46 21.05 1618 1465 1164 1924.00 89.56 

政府支持机构债券 30 19 25 42 162.50 2900 2250 3010 3810.00 104.84 

企业债券 303 498 382 159 -37.89 3431.02 5925.7 3730.95 1356.40 -52.47 

一般企业债 293 455 349 140 -40.68 3326.8 5485.3 3530.25 1271.20 -53.53 

集合企业债 2 3 0 0 - 15.22 50 0 0.00 -

项目收益债 8 40 33 19 -5.00 89 390.4 200.7 85.20 -28.10 

中期票据 912 897 910 962 41.47 12416.7 11077.1 10212.55 10831.15 42.23 

集合票据 2 1 0 0 - 4.26 30 0 0.00 -

短期融资券 2535 2636 2134 2132 32.01 32427.3 33207.85 23361.9 22911.00 27.41 

短期融资券 1105 688 463 318 -14.75 9483 6082.95 3949.7 3210.70 1.04 

超短期融资券 1430 1950 1671 1814 46.05 22944.3 27194.9 19412.2 19700.30 33.07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 173 60 19 38 216.67 2795.6 1178.6 392 965.00 302.08 

资产支持证券（银行间） 380 343 400 266 5.14 3986.71 3908.53 5972.29 5738.33 77.89 

资产支持证券（交易所） 1016 1901 1748 1205 -1.39 1877.52 4672.55 7544.46 5924.28 21.79 

非金融企业资产支持票据 9 38 113 106 47.22 35 166.57 574.95 527.70 63.13 

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1113 746 725 524 -2.06 8781.35 6028.85 5954.61 3685.67 -1.24 

公司债 878 2258 1198 1020 15.52 10266.05 27734.68 11003.15 10554.73 26.59 

证券公司债 237 165 264 171 -11.40 7549.2 4260.1 6339.4 3843.40 -20.29 

可转债 5 11 44 51 628.57 108 212.52 947.11 508.79 22.63 

可交换债 15 71 80 21 -63.16 159.03 674.29 1167.84 436.87 -31.52 

项目收益票据 6 11 5 0 -100.00 51 38.5 21.1 0.00 -100.00 

同业存单 5941 16453 26931 19754 1.42 52975.9 129931 201872.4 158350.30 6.20 

国际机构债 1 4 4 2 -33.33 30 125 60 34.60 -30.80 

SDR计价债券（折人民币） 0 2 0 0 - 0 55.8 0 0.00 -

合计 15295 28231 37058 27636 3.11 230136.43 362559.23 403945.56 314948.89 4.28 

2015年~2018年9月我国债券发行情况

注：1. 除资产支持证券按照发行日统计，其他债券均按照起息日统计；2. 绿色债券、熊猫债计入所对应的中期票据企业债券及公司债券等券种的统计中；3. “非银行金融机构债”中包括保险公司
债、资产管理公司债等，不包括证券公司债；4. “政府支持机构债券”包括汇金公司发行的债券、2013年以来铁路总公司发行的短期融资券、企业债券等以及原铁道部发行的所有债券；5.“公
司债”不包含证券公司债；6. 证券公司债包括一般证券公司债券、证券公司次级债券和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7. 资产支持证券（银行间）指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
证券（交易所）值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8. 由于私募债券尚无权威披露口径，部分私募债券缺失发行规模信息，本表统计口径为Wind中截至2018年10 月22日已披露的数据，
并会对之前的数据进行追溯调整；10. 2015年发行的“15韩国人民币债01”，2016年发行的“16加拿大BC省人民币债01”、“16新开发绿色金融债01”、“16波兰人民币债01”、“16加拿大银行
债01”，2017年发行的“17匈牙利债01BC”、“17马来亚银行债01”、“17中信国际债01”、“17加拿大BC省人民币债01”和2018年发行的“18沙迦人民币债01”、“18菲律宾人民币债01BC”
统计在国际机构债中；11. 2016年发行的“16世行SDR01”和“16渣打香港SDR01”统计在SDR计价债券中。

资料来源：中国债券信息网、上海清算所、Wind

指标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1~9月

数值（亿元） 同比

GDP 6.9 6.7 6.9 650899 6.7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6.1 6 6.6 - 6.4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不含农户） 10 8.1 7.2 483442 5.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0.7 10.4 10.2 274299 9.3

出口总额 -1.8 -2 14.2 118585 6.5

进口总额 -13.2 -0.6 18.7 104254 14.1

CPI 1.4 2 1.6 - 2.1

PPI -5.2 -1.4 6.3 - 4.0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12.4 12.8 12 1973000 10.6

M2余额 13.3 11.3 11.3 1801665 8.3

人民币贷款余额 14.3 13.5 12.7 1332700 13.2

2015年~2018年9月我国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同比增长情况（%）

注：1. GDP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增长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实际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长率为名义增长率；       

2. 出口总额、进口总额计价货币为人民币，单位为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联合资信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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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名称
发行额

（亿元）

上次评级结果               最新评级结果
发行
时间

期限
（年）

发行利率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评级
时间

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2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13 2018-08-01 3 4.07

柳州市城市投资建设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5 - - - A-1 AA+ 稳定 2018-03-01 2018-08-01 365天 4.50

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5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7-24 2018-08-01 365天 4.06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0 - - - A-1 AA+ 稳定 2017-08-01 2018-08-02 365天 6.90

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5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6-26 2018-08-02 365天 5.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十二期中期票据 2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6 2018-08-21 5 4.2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十期中期票据 7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26 2018-08-02 3 3.86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十一期中期票据 7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6 2018-08-21 3 4.05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90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7-26 2018-08-02 365天 3.43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110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8-16 2018-08-21 365天 3.60

重庆市合川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31 2018-09-04 5 6.78

重庆市合川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7-08-31 2018-08-02 3+2 5.00

泸州市兴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5-25 2018-08-06 3+N 5.82

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5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7-27 2018-08-07 365天 5.90

南宁威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5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6-20 2018-08-07 365天 5.03

南宁威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6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7-20 2018-08-09 3+N 7.20

厦门象屿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03 2018-08-08 3 4.38

2018年淮安市金湖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8 - - - AAA AA 稳定 2018-05-17 2018-08-09 7 7.38

南京东南国资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4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6-29 2018-08-09 3 4.45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10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8-17 2018-09-03 365天 3.84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0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7-25 2018-08-09 365天 3.82

苏州汾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A AA 稳定 2018-06-20 2018-08-10 3+N 6.80

苏州汾湖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4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27 2018-09-03 3 6.60

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5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7-11 2018-08-10 365天 4.20

株洲市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29 2018-09-04 5 6.62

邯郸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08 2018-08-13 2 5.47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八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13 2018-08-23 3 7.47

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七期中期票据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07 2018-08-13 3 7.04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8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08 2018-08-13 5 4.49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
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14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8-06 2018-08-28 365天 3.99

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
第三期中期票据

8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6-08 2018-08-14 3+N 5.68

榆林市城市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0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8-08 2018-08-14 365天 4.90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四期短期融资券 25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6-11 2018-08-15 365天 4.87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10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9-05 2018-09-10 365天 4.77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五期中期票据 1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07 2018-08-23 3+2 6.35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六期中期票据 25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24 2018-09-20 5+N 7.28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24 2018-09-05 2 7.50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6 - AA 正面 A-1 AA+ 稳定 2018-07-30 2018-08-15 365天 6.80

2018年第二期江苏洋口港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9 - - - AAA AA 稳定 2018-06-05 2018-08-16 7 7.60

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7-25 2018-08-16 3+N 6.49

广东省广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4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17 2018-09-25 3+N 6.43

2018年第一期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一） 25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07 2018-08-17 3+3+3 4.67

评级公告 Credit Rating Announcement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公告
（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AAA



2018  OCTOBER   95    

2018年第一期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品种二） 15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07 2018-08-17 5+5 5.00

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0 - - - AAA AAA 稳定 2018-08-13 2018-08-17 3 4.90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2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07 2018-08-20 3 6.10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30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5-28 2018-08-20 365天 4.0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13 2018-08-20 2+1 8.00

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5 - - - AAA AAA 稳定 2018-07-09 2018-08-20 3+2 4.63

2018年射洪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3.2 - - - AAA AA- 稳定 2018-06-24 2018-08-21 7 7.50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品种一） 15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0 2018-08-21 3 4.19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品种二） 15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0 2018-08-21 5 4.58

厦门象屿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16 2018-08-21 3+N 6.80

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6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6-15 2018-08-21 5 5.06

广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1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7 2018-08-22 5 5.88

淮安新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5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6-21 2018-08-22 365天 5.78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0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8-16 2018-08-28 365天 4.35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2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6 2018-08-22 5 5.30

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四期中期票据 2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9-10 2018-09-20 3 4.95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6-04 2018-08-22 3 5.54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2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3 2018-08-22 3 4.80

西南水泥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0 - 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7-11 2018-08-22 365天 4.10

无锡市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5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6-26 2018-08-23 5 5.08

2018年第一期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城市停车场建
设专项债券

4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5-30 2018-08-24 7 7.50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6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06 2018-08-28 3 4.65

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13 2018-09-03 3+N 6.29

北方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4 - AA 稳定 AAA AA 稳定 2018-08-14 2018-08-30 3 5.06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10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8-23 2018-08-30 365天 4.80

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03 2018-08-30 3 4.69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 10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6-20 2018-09-03 365天 4.13

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2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06 2018-09-25 3+N 6.20

安徽国贸集团控股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5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7-30 2018-09-04 365天 7.10

宝鸡市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6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24 2018-09-04 3+2 6.67

红豆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4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7-26 2018-09-04 365天 7.20

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13 2018-09-04 3 4.30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0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8-03 2018-09-04 365天 4.69

凌云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30 2018-09-04 3 4.78

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6-29 2018-09-18 3+2 6.78

潍坊滨海投资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08 2018-09-04 3+2 5.94

安庆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3 - - - AA AA 稳定 2018-08-15 2018-09-05 3 8.00

南宁建宁水务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4 - - - AA+ AA+ 稳定 2018-08-28 2018-09-05 3+2 5.00

星河实业（深圳）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7-17 2018-09-05 2+1 8.60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5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31 2018-09-06 3 4.30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 15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31 2018-09-11 3 4.35

2018年第一期海宁市尖山新区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7 - - - AA+ AA 稳定 2018-05-25 2018-09-07 7 6.98

北京住总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7-11 2018-09-07 3+N 6.20

2018年江苏省美尚生态景观股份有限公司PPP项目专项债券（第一期） 3 - - - AAA AA 稳定 2018-08-08 2018-09-10 7 7.20

湖南华菱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6-06 2018-09-12 2+1 5.30

天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8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9-07 2018-09-13 365天 4.09

无锡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3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27 2018-09-13 3+N 5.75

盐城高新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6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8-15 2018-09-13 365天 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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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5-17 2018-09-18 2+1 7.30

天津市地下铁道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5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9-03 2018-09-18 3 4.62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9-14 2018-09-18 3 4.45

重庆大足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4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9-04 2018-09-18 3+2 7.80

中国轻工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6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6-27 2018-09-19 365天 4.30

黑龙江北大荒农垦集团总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2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05 2018-09-20 3 5.58

深圳市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7-24 2018-09-20 3 7.50

重庆市涪陵交通旅游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6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9-06 2018-09-20 2+3 7.20

2018年第二期安吉县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海绵城市绿色债券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6-22 2018-09-21 7 7.49

荆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9-11 2018-09-21 3 7.50

晋能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0 - AAA 稳定 A-1 AAA 稳定 2018-08-08 2018-09-25 365天 4.48

2018年第一期江西黄岗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5 - - - AAA AA- 稳定 2018-07-19 2018-09-27 7 7.90

北京京客隆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3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6-27 2018-09-27 365天 4.83

岚桥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5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9-19 2018-09-27 365天 7.00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8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09 2018-09-27 2 7.20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9-07 2018-09-27 3 7.20

湖南富兴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5 - AA+ 稳定 A-1 AA+ 稳定 2018-08-10 2018-09-30 365天 8.00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6-19 2018-09-30 3 7.10

2018年吉林省政府一般债券（四期） 46.1 - - - AAA - - 2018-07-30 2018-08-07 5 3.78

2018年吉林省政府一般债券（五期） 50 - - - AAA - - 2018-07-30 2018-08-07 7 3.71

2018年吉林省政府一般债券（六期） 50 - - - AAA - - 2018-07-30 2018-08-07 10 3.78

2018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60.4 - - - AAA - - 2018-07-30 2018-08-07 5 3.89

2018年吉林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2.2 - - - AAA - - 2018-07-30 2018-08-07 7 4.06

2018年天津市政府一般债券（三期） 37.3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3 3.70

2018年天津市政府专项债券（十四期） 8.8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3 3.94

2018年天津市市级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府专
项债券（十五期）

50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5 3.97

2018年天津市市级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8年天津市政府专
项债券（十六期）

60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5 3.77

2018年天津市和平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
府专项债券（十七期）

3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5 3.96

2018年天津市河东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
府专项债券（十八期）

17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5 3.60

2018年天津市河西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
府专项债券（十九期）

22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5 3.53

2018年天津市河北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
府专项债券（二十期）

25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5 3.80

2018年天津市南开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
府专项债券（二十一期）

6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5 3.95

2018年天津市宝坻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
府专项债券（二十二期）

15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5 3.48

2018年天津市津南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府
专项债券（二十三期）

20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5 3.95

2018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
府专项债券（四期）

3 - - - AAA - - 2018-08-03 2018-08-10 5 3.95

2018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二期）-2018年天津市政
府专项债券（二十五期）

9 - - - AAA - - 2018-08-30 2018-09-06 5 4.08

2018年天津市市级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府
专项债券（二十六期）

10 - - - AAA - - 2018-08-30 2018-09-06 3 3.70

2018年天津市红桥区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二期）-2018年天津市政
府专项债券（二十七期）

22 - - - AAA - - 2018-08-30 2018-09-06 5 3.83

2018年天津市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天津市政府专
项债券（二十四期）

9 - - - AAA - - 2018-08-30 2018-09-06 3 3.71

2018年厦门市政府一般债券（一期） 17 - - - AAA - - 2018-07-31 2018-08-14 5 3.43

2018年厦门市政府一般债券（二期） 25 - - - AAA - - 2018-07-31 2018-08-14 10 3.80

2018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一期） 10 - - - AAA - - 2018-07-31 2018-08-14 2 3.43

2018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14 - - - AAA - - 2018-07-31 2018-08-14 5 3.48

债券名称
发行额

（亿元）

上次评级结果 最新评级结果
评级
时间

发行
时间

期限
（年）

发行利率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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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三期） 24 - - - AAA - - 2018-07-31 2018-08-14 10 3.65

2018年厦门市政府专项债券（四期） 10 - - - AAA - - 2018-07-31 2018-08-14 20 3.94

2018年甘肃省政府一般债券（八期） 19.8 - - - AAA - - 2018-08-15 2018-08-24 3 2.86

2018年甘肃省政府专项债券（二期） 52 - - - AAA - - 2018-08-15 2018-08-24 5 3.65

2018年甘肃省本级收费公路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甘肃省政府专
项债券（三期）

34 - - - AAA - - 2018-08-15 2018-08-24 7 3.94

2018年甘肃省（市州级）土地储备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甘肃省政
府专项债券（四期）

102 - - - AAA - - 2018-09-07 2018-09-14 5 3.99

2018年甘肃省（市州级）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一期）-2018年甘肃省
政府专项债券（五期）

33 - - - AAA - - 2018-09-07 2018-09-14 7 3.34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8 BB+ BB+ - C C - 2018-08-27 2016-01-14 3 5.00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10 A-1 AA 稳定 C CC 负面 2018-09-30 2018-01-11 365天 7.00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10 A-1 AA 稳定 C CC 负面 2018-09-30 2018-05-03 365天 7.50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201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8 AA AA 稳定 CC CC 负面 2018-09-30 2014-06-12 3+2 6.25

中国华阳经贸集团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8 AA AA 稳定 CC CC 负面 2018-09-30 2015-09-29 3+2 4.80

注：1.公告内容仅包括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新发行的债券评级信息和级别有变动的评级信息；2.由于列入可能下调信用等级观察名单或评级观察名单，个别级别有变动的债券

存在缺少评级展望的情况（下同）。

债券名称
发行额

（亿元）

上次评级结果 最新评级结果
评级
时间

发行
时间

期限
（年）

发行利率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金融机构评级公告
（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2018年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金融债券 12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06 2018-08-15 3 4.35

2018年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金融债券 30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3-30 2018-08-17 3 3.95

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金融债券 25 - - - AAA AAA 稳定 2018-08-09 2018-08-20 3 4.44

2018年宁波通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债券(第二期)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08 2018-08-22 3 4.60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 2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10 2018-08-22 3 4.39

葫芦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 10 - AA - AA- AA 稳定 2018-08-09 2018-08-24 5+5 6.20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 3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15 2018-08-28 3 4.48

天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 1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6-13 2018-08-28 5+5 5.90

贵阳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 5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6 2018-08-29 3 4.34

2018年河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绿色金融债券(第二期) 25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6 2018-09-06 3 4.30

乌鲁木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期二级资本债券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9-14 2018-09-26 5+5 5.80

债券名称
发行额

（亿元）

上次评级结果 最新评级结果
评级
时间

发行
时间

期限
（年）

发行利率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注：公告内容仅包括2018年6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新发行的债券评级信息和级别有变动的评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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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资产支持证券评级公告
（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发起机构/
贷款服务机构

受托机构/
发行人

债券名称
额度

（亿元）
占比
（%）

发行利率（%） 评级 评级时间
证券发行

时间
证券法定
到期日

中铁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浙商链融2018年度第一期企业应收账款资产
支持票据

4.57 100.00 4.90 AAAsf 2018-08-08 2018-08-16 2019-08-06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梅赛德斯-奔驰
汽车金融有限公司

速利银丰中国201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
款支持证券A级资产支持证券

80.10 95.00 3.90 AAAsf

2018-08-01 2018-08-20 2020-04-26
速利银丰中国2018年第一期个人汽车抵押贷
款支持证券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4.22 5.00 无票面利率 NR

建信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建元2018年第十三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优先A-1档资产支持证券

6.00 6.00 
中长期贷款五年以

上-1.31
AAAsf

2018-06-25 2018-08-21 2019-04-26

建元2018年第十三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优先A-2档资产支持证券

27.60 27.61 
中长期贷款五年以

上-1.20
AAAsf

建元2018年第十三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优先A-3档资产支持证券

53.00 53.02 中长期贷款五年以上 AAAsf

建元2018年第十三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次级档资产支持证券

13.37 13.38 无票面利率 NR

中海信托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工元2018年第九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支
持证券优先A-1级资产支持证券

50.10 37.49 
中长期贷款五年以

上-1.26
AAAsf

2018-07-30 2018-08-24 2020-09-26
工元2018年第九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支
持证券优先A-2级资产支持证券

66.00 49.39 中长期贷款五年以上 AAAsf

工元2018年第九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支
持证券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17.53 13.12 无票面利率 NR

交银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工元致远2018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优先A档

43.10 79.01 
一至五年期贷款利

率-0.77
AAAsf

2018-07-03 2018-08-28 2020-10-26
工元致远2018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优先B档

4.70 8.62 
一至五年期贷款利率

+0.10
AA+sf

工元致远2018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次级档

6.75 12.38 无票面利率 NR

中建投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海翔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世纪海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
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优先级

15.00 81.08 6.30 AAAsf

2018-08-01 2018-08-30 2036-07-22
深圳市世纪海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
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次级A类

0.10 0.54 12.00 NR

深圳市世纪海翔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度
第一期资产支持票据次级B类

3.40 18.38 无票面利率 NR

建信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飞驰建融2018年第五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优先A档资产支持证券

80.95 84.15 
一至五年期贷款利

率-0.85
AAAsf

2018-08-23 2018-09-06 2020-07-26
飞驰建融2018年第五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优先B档资产支持证券

4.70 4.89 
一至五年期贷款利率

+0.03
AA+sf

飞驰建融2018年第五期信贷资产支持证券
次级档资产支持证券

10.55 10.96 无票面利率 NR

华润深国投信托
有限公司

东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粤鑫2018年第一期信贷资产优先A档资产支
持证券

13.20 61.75 4.45 AAAsf

2018-07-02 2018-09-11 2019-09-26
粤鑫2018年第一期信贷资产优先B档资产支
持证券

2.58 12.07 5.10 AA+sf

粤鑫2018年第一期信贷资产次级档资产支持
证券

5.60 26.18 无票面利率 NR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

广汽汇理汽车金融
有限公司

汇通2018年第二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优先A
级资产支持证券

32.80 82.00 3.68 AAAsf

2018-08-28 2018-09-13 2020-02-26
汇通2018年第二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优先B
级资产支持证券

3.60 9.00 4.70 AA+sf

汇通2018年第二期个人汽车抵押贷款次级资
产支持证券

3.60 9.00 无票面利率 NR

建信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建元2018年第十四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优先A-1档资产支持证券

27.00 27.00 
中长期贷款五年以

上-1.20
AAAsf

2018-08-15 2018-09-13 2019-10-26
建元2018年第十四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优先A-2档资产支持证券

57.10 57.10 
中长期贷款五年以

上-0.15
AAAsf

建元2018年第十四期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资产
支持证券次级档资产支持证券

15.90 15.90 无票面利率 NR

评级公告 Credit Rating Announcement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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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惠益2018年第一期信用卡分期优先A档资产
支持证券

83.63 84.02 3.74 AAAsf

2018-08-21 2018-09-18 2020-03-17
惠益2018年第一期信用卡分期优先B档资产
支持证券

6.03 6.06 4.30 AA+sf

惠益2018年第一期信用卡分期次级档资产支
持证券

9.87 9.92 无票面利率 NR

英大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鸿富2018年第一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优先档
资产支持证券

1.20 84.51 5.40 AAAsf

2018-09-10 2018-09-21 2019-07-23
鸿富2018年第一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次级档
资产支持证券

0.22 15.49 无票面利率 NR

长安国际信托
股份有限公司

晋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晋元2018年第一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优
先A级资产支持证券

29.00 67.63 4.23 AAAsf

2018-05-29 2018-09-21 2019-04-26
晋元2018年第一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优
先B级资产支持证券

5.30 12.36 5.98 AAsf

晋元2018年第一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信托次级
资产支持证券

8.58 20.01 无票面利率 NR

安徽国元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永动2018年第二期个人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
券优先A档资产支持证券

41.00 85.42 4.50 AAAsf

2018-08-29 2018-09-21 2020-10-26
永动2018年第二期个人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
券优先B档资产支持证券

2.20 4.58 4.80 AA+sf

永动2018年第二期个人消费贷款资产支持证
券次级档资产支持证券

4.80 10.00 无票面利率 NR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工元至诚2018年第五期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托
优先档资产支持证券

3.16 81.87 4.89 AAAsf

2018-08-10 2018-09-26 2019-06-26
工元至诚2018年第五期不良资产证券化信托
次级档资产支持证券

0.70 18.13 无票面利率 NR

建信信托
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建鑫2018年第二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优先档
资产支持证券

13.20 75.00 5.36 AAAsf

2018-08-22 2018-09-27 2021-07-26
建鑫2018年第二期不良资产支持证券次级档
资产支持证券

4.40 25.00 无票面利率 NR

联合信用研究
Lianhe credit research

注：公告内容仅包括2018年6月1日至7月31日期间新发行的债券评级信息和级别有变动的评级信息。

发起机构/
贷款服务机构

受托机构/
发行人

债券名称
额度

（亿元）
占比
（%）

发行利率（%） 评级 评级时间 证券发行时间
证券法定
到期日

债券名称
发行额

（亿元）

上次评级结果 最新评级结果
发行
时间

期限
（年）

发行利率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评级
时间

厦门翔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0.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25 2018-08-01 3+2 4.18

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7.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7-16 2018-08-06 3 7.30

广汇汽车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3.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30 2018-09-17 2+1 7.20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5.0 - - - AAA AAA 稳定 2018-04-13 2018-08-07 2+1 5.46

旭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8.8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5 2018-09-17 3+1 6.39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品种一 9.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30 2018-08-07 3 4.03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六期)品种二 7.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30 2018-08-07 5 4.25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8.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25 2018-08-09 3+N 4.79

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5.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25 2018-08-09 5+N 5.00

国购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1.1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6-07 2018-08-14 3+2 7.80

国购投资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四期) 1.0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8-17 2018-08-23 3+2 7.80

南山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11.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7-23 2018-08-15 2+1 5.80

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品种一) 20.0 - AA+ 稳定 AAA AA+ 稳定 2017-12-27 2018-08-15 3+2 4.68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公告
（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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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信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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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名称
发行额

（亿元）

上次评级结果 最新评级结果
发行
时间

期限
（年）

发行利率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债项
级别

主体
级别

评级
展望

评级
时间

2018年第二期江苏洋口港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9.0 - - - AAApi AApi 稳定 2018-06-14 2018-08-16 7 7.60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17.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5-15 2018-08-16 10 4.89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 3.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5-15 2018-08-16 10 5.14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三) 10.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5-15 2018-08-16 5 4.48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四) 10.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5-15 2018-08-16 0.75+0.75 3.90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一) 35.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20 2018-08-24 3 4.50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三期)(品种一) 30.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30 2018-09-12 3 4.59

北大方正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2.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7 2018-08-28 2+2+1 6.05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20.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6 2018-08-28 3 4.30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面向合格
投资者)

32.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6-19 2018-08-29 1+1+1 3.89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1.8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7-10 2018-08-30 3 7.50

东旭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6.0 - AA+ 正面 AA+ AA+ 正面 2018-08-16 2018-09-03 3 8.18

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第二期)

14.9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24 2018-09-03 3+N 5.39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3.8 - - - AA+ AA+ 稳定 2018-08-16 2018-09-04 2+1 7.50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 50.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29 2018-09-04 1+1+1 3.68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品种二) 50.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30 2018-09-06 10 5.05

佛山市公用事业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8.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8-17 2018-09-12 3+2 4.49

美的置业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0.0 - - - AA+ AA+ 稳定 2018-08-01 2018-09-13 2+1 7.50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17.6 - - - AAA AAA 稳定 2018-05-28 2018-09-18 3+2 4.37

中国葛洲坝集团绿园科技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绿色公司债券(第
一期)

12.0 - - - AAA AA 稳定 2018-09-07 2018-09-18 3+2 4.74

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30.0 - AAA 稳定 AAA AAA 稳定 2018-09-10 2018-09-19 3 4.30

深圳香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8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5 - AA 稳定 AA AA 稳定 2018-09-10 2018-09-26 2+2 7.90

2018年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6.6 - - - AA AA 稳定 2017-10-30 2018-08-14 6 0.30

2018年蓝盾信息安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5.4 - - - AA AA 稳定 2018-06-12 2018-08-13 6 0.40

2018年射洪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3.2 - - - AAApi AA-pi 稳定 2018-07-27 2018-08-21 7 7.50

2018年第一期海宁市尖山新区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7.0 - - - AA+pi AApi 稳定 2018-07-20 2018-09-07 7 6.98

2018年第一期宿迁高新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6.0 - - - AAApi AApi 稳定 2018-08-06 2018-07-19 7 0.07

2018年上饶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5.0 - - - AApi AApi 稳定 2018-08-27 2018-07-23 7 7.95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8.0 A A 负面 BBB BBB 负面 2018-09-07 2014-06-26 3+2 8.80

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10.0 CCC CCC 负面 C C - 2018-09-25 2014-09-22 3+2 6.50

中油金鸿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8.0 BB+ BB+ - C C - 2018-08-27 2015-08-26 3+2 5.00

2015年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0.0 AA+ AA+ 稳定 CC CC 负面 2018-09-25 2015-09-24 3+2 6.50

2015年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20.0 AA+ AA+ 稳定 CC CC 负面 2018-09-25 2015-10-21 3+2 6.50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7.5 AA- AA- 负面 A A - 2018-08-08 2017-03-15 3+2 7.0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6.0 A- A- - A- A- 稳定 2018-09-03 2016-09-28 3+2 4.95

注：1. 公告内容仅包括2018年8月1日至2018年9月30日期间新发行的债券评级信息和级别有变动的评级信息；2. 评级符号后有“pi”表示该评级为主动评级；3. 2018年8月13日，雏鹰农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主体级别由AA-级调整为A级，债项级别由AA-级调整为A级，主体和债项又于9月7日由A级调整为BBB级，评级展望无调整且均为负面；4. 2018年8月14日，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
限公司主体和债项级别由AA级调整为A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又于9月13日由A级调整为BBB级；又于9月18日由BBB级调整为BB级；又于9月21日由BB级调整为CCC级；5. 2018年8月
17日，金鸿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和债项级别由AA级调整为AA-级，展望由列入观察名单调整为负面；又于8月21日由AA-级调整为A级，展望由负面调整为列入观察名单；又于8月24日由
A级调整为BB+级；6. 2018年8月1日，延长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列入观察名单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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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信用评级公司
看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联合资信荣获
“最佳绿色金融信用评级 机构奖”

由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全资拥有的联合评级国际有限公司

（联合国际）九月十三日宣布该公司全面投入服务，藉香港蓬勃的

金融业，把握「一带一路」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带来的商机。

联合国际致力为全球投资者及金融产品发行商提供独立、客观

和公正的信用评级服务。联合国际首席执行官何昊洺博士表示，该公

司目前专注于为中国债券发行人，包括房地产开发商、工业企业、金融

机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以及就结构性融资提供国际评级服务。

他补充，凭借其母公司作为中国内地其中一个最大的专业信用信息服

务提供商的地位，以及在内地坚实和全面的行业经验，联合国际能为

国际投资者就中国信用情况提供更独特和更深入的分析。

何昊洺博士表示：香港是全球其中一个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汇

聚世界各地主要债券市场的投资者及投资银行家。因此，联合信用管

理有限公司选择在香港设立首个离岸及国际据点，是理所当然的决

定。香港在『一带一路』倡议及大湾区发展规划中占有重要的策略地

位。我们相信在香港设点将为国际债券投资者及各个相关市场参与者

2018 年 9 月 18 日晚，联合资信作为亚洲权威财经媒体《亚

洲货币》2018 年度“中国卓越绿色金融大奖”评选中唯一获奖的信

用评级机构应邀参加年度颁奖盛典。联合资信总裁万华伟、副总裁

艾仁智出席，并接受“最佳绿色金融信用评级机构”奖项的颁奖。

提供更佳的服务，以达到业务国际化的目标。

投资推广署助理署长蒋学礼博士欢迎联合国际落户香港，他表

示：香港作为全球其中一个顶尖的国际金融中心，是发展金融服务

的理想地点。事实上，来自世界各地及内地的金融机构及银行已纷

纷在港设点，有利联合国际以香港为跳板，拓展全球评级业务。

 面对我国快速发展的绿色债券市场，为了提升市场透明度，

更好地评估受评主体的信用风险，联合资信于2016年12月15日发

布了《联合资信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方法》，成为国内少数发布绿色

债券评级方法的评级机构之一，大力推动了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

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期间，联合资信合计为17家发行人

所发的28只绿色债券提供了信用评级服务，发行规模共计563.20亿

元，发行规模占拥有委托评级的绿色债券总规模的33.38%，在各家

评级机构中位居第一。在此基础上，联合资信注重提高对绿色债券

投资者的服务水平，积极参加论坛和会议，定期发布绿色债券市场

报告，及时推出绿色债券政策和热点解读，提供高品质的绿色信用

信息服务。

未来，联合资信将继续完善绿色债券评级方法，提升评级质

量，为发行人和投资者提供更加及时和多元化的服务，并针对绿色

债券展开持续研究，促进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健康快速发展，践行可



102   OCTOBER  2018

编辑部：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2号PICC大厦17层     邮编：100022     电话：（010）85679696      传真：（010）85679228      Email:lianhe@lhratings.com

专业 尽责 真诚 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