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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信用债发行规模与净融资额大幅

上升，发行成本明显下行，但市场分化依旧，“爆

雷”频现引发广泛关注。这些看似矛盾的场景

背后，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驱动货币政策边际

放宽，“宽货币”向债市传导效果显现。但与

此同时，企业经营还在经历一段“熬冬”过程，

部分弱资质民企违约风险集中暴露。展望下半

年，驱动债市运行的主导逻辑有望延续，“整

体回暖、结构分化、违约多发”态势还将持续

一段时期。 

信用债发行回暖  结构分化明显 
受益于宽松货币环境和宽信用政策效果的

渐进释放，2019 年以来信用债发行整体延续回

暖态势。上半年共发行信用债 42700 亿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 35.7%，净融资额为 11362 亿元，

为去年同期的 2.2 倍。分券种来看，上半年信

用债各券种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均高于去年同

整体上看，下半年政策环境将保持“宽货币 + 宽信用”基调，信用债发行会延
续回暖势头。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市场风险偏好较低背景下，民企债发行
及净融资能否跟上市场回暖趋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文  |  王青

信用债发行回暖  违约仍将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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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其中，短融、中票和公司债发行量同比增

幅均在 2000 亿元以上；净融资方面，上半年中

票和公司债净融资额同比均增加逾 1000 亿元，

定向工具净融资额实现转正，企业债净融资额

则依然为负，但负增长规模明显小于去年同期。 

不过，与 2016 年债券发行高峰期相比，当

前信用债市场融资功能仍未完全修复，主要受

以下几方面因素影响：一是发行主体资质下沉

缓慢，低等级主体发行仍面临较大困难，民企

债净融资额依然为负；二是今年以来商业银行

信贷额度有所放宽，地方政府债发行规模远超

往年同期，信贷和地方政府债放量对信用债产

生一定的挤出效应；三是房地产企业等特定主

体新债发行仍然面临约束。 

与此同时，受益于投资者风险偏好的边际

修复，2019 年以来信用债发行主体资质已出现

下沉迹象。但在中低等级债券违约仍不断发生

影响下，弱资质主体债券发行仍面临较大难度，

发行量和净融资额占比依然偏低；发行利率和

认购倍数等方面也表明，投资者对下沉资质仍

保持谨慎。与此相对应，上半年民企债发行未

见起色，发行量不升反降，净融资额依然为负

（-785 亿元）。 

在政策呵护下，当前民企债发行困境仍未

得到改善，部分源于前期民企纾困政策主要集

中在行业龙头等经营良好但出现暂时资金紧张

的企业，诸多弱资质主体难以获得政策的直接

利好；同时，上半年中低等级民企债违约依然

多发，引发投资者对未来违约风险的担忧，对

民企债规避情绪仍然较重。 

值得一提的是，2019 年以来，在基建稳增

长需求上升背景下，主要归类为地方国企的城

投平台的合理融资需求得到政策支持，融资环

境边际好转，对信用债发行的整体回暖贡献明

显。同时，由于政策环境驱动城投信仰巩固，

今年以来投资者下沉资质主要聚焦城投债。在

此背景下，上半年低等级城投债发行量回升、

净融资转正，成为同期信用债发行主体资质下

沉的主要贡献因素。 

从信用债发行期限结构来看，上半年 1 年

期以内（含 1 年）的短期债券发行占比较去年

同期有所下降，同时，1~5 年期中长期债券发

行占比有所上升。由此，上半年各月信用债加

权平均发行期限在 2.7 年左右波动，与 2018 年

相比有所拉长，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风

险情绪的好转。 

2019 年上半年，货币政策环境整体宽松，

资金利率波动中枢进一步下移，带动信用债一

级发行利率震荡走低。6 月，公司债、企业债、

中票、短融等主要券种加权平均发行利率较去

年 12 月分别下行 122.09BP、84.35BP、63.95BP

和 76.34BP，较去年 6 月分别下行 127.45BP、

108.06BP、106.11BP 和 151.55BP。这表明“宽

货币”向债市传导效果较为明显，各类发行主

体债券融资成本普遍下行。同时，这也意味着，

相对于同期贷款利率持稳和非标利率高企，债

券融资的性价比有所提升。 

信用利差整体改善，内部分化依然明显。

2019 年上半年，信用债市场收益率震荡走低，

信用利差整体收窄。以 3 年期中票为例，6 月

末 AAA 级、AA+ 级、AA 级中票利差较上年末

分别下行 7.89BP、14.89BP 和 25.89BP。其中，

低等级债券利差改善幅度更大，显示等级间信

用分化有所缓和。值得一提的是，5 月底包商

银行被接管事件发生后，市场风险偏好明显下

降，信用利差普遍走阔；但自 6 月中旬起，中

高等级信用债利差已有所回落，而低等级信用

债利差的修复仍然有待市场风险偏好的改善。 

违约事件散点多发
民企债“爆雷”广受关注 

2019 年上半年，债券市场共有 68 只债券

上半年中低等级
民企债违约依然
多发，引发投资
者对未来违约风
险的担忧，对民
企债规避情绪仍
然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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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约多分布于竞争性领域，行业间关联度不

大。2019 年上半年新增违约主体分布于食品加

工与肉类、综合类、基础化工、服装服饰与奢侈

品、环境与设施服务等 14 个行业，行业分布较

为分散，单一行业违约规模不大，且行业间关联

度较弱，不足以对整个行业造成系统性影响。 

违约仍多发于民营企业，融资条件收紧叠

加企业流动性恶化是主要诱发因素。从企业属

性来看，2019 年上半年违约企业主要为民营

企业，违约债券余额占比高达 88.16%。上半年

21 家新增违约主体中，除中信国安为公众企

业外，其余 20 家全部为民营企业，占比高达

95.24%。上半年诱发违约事件的主导因素未发

生根本改变，“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虽

已初见成效，但处于融资链条末端的民营企业

融资条件改善并不明显。同时，今年以来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企业自身动能不足、盈利能力

承压，内外部流动性恶化造成资金链断裂，进

而引发违约。此外，伴随中民投、中信国安等

大型知名企业违约，债市“爆雷”正在引发社

会各界的更大关注。 

信用分层或加剧
三类企业违约风险值得注意 

展望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犹存，货币政

策将延续边际宽松态势。预计央行将继续通过

定向降准、定向中期借贷便利（TMLF）、再

贷款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

机构对民营、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定向滴灌”。

另外，旨在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利率并轨”，

也有望在下半年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全球货币

政策转入宽松轨道的背景下，四季度央行有可

能下调公开市场利率。整体上看，下半年政策

环境将保持“宽货币 + 宽信用”基调，信用债

发行会延续回暖势头。尤为值得注意的是，6

月 10 日专项债新规出台，下半年基建提速将推

违约，违约债券余额为 411.0 亿元，新增违约

主体 21 家，与去年下半年违约高峰期相比，分

别下降 35.85%、53.63% 和 36.36%，违约风险呈

现边际缓和趋势。但与历史同期相比，今年以

来信用债违约仍处多发状态，上半年违约债券

只数、违约债券余额和新增违约主体个数较去

年同期分别提高 209.09%、96.75% 和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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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性质主体信用债发行额及占比 （单位：亿元，%）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70%

60%

50%

40%

30%

20%

10%

0

20
17

Q1

20
16

Q1

20
18

Q1

20
19

Q1

20
17

Q3

20
16

Q3

20
18

Q3

20
17

Q2

20
16

Q2

20
18

Q2

20
19

Q2

20
17

Q4

20
16

Q4

20
18

Q4

地方国企

中央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民营企业占比（右轴）

地方国企占比（右轴）

信用债违约情况

＞ 数据来源：Wind，东方金诚

250

200

100

100

50

0

35

30

25

20

15

10

5

0

20
18

.01

20
19

.01

20
18

.05

20
19

.05

20
18

.09

20
18

.03

20
19

.03

20
18

.07

20
18

.11

20
18

.02

20
19

.02

20
18

.06

20
19

.06

20
18

.10

20
18

.04

20
19

.04

20
18

.08

20
18

.12

新增违约主体个数（右轴）违约债项只数（右轴）违约债项余额（亿元）



47MEGA FINANCE   2019  08

升平台融资需求，城投债发行上升也会拉动整

体信用债发行放量。但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市场风险偏好较低背景下，民企债发行及净融

资能否跟上市场回暖趋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级市场方面，下半年利率债市场料将呈

现牛市震荡格局，这将带动信用债收益率波动

下行。当前高等级信用债利差已处较低水平，

进一步收窄的空间有限，而中低等级信用债利

差修复过程还将面临市场风险偏好的制约。具

体来看，5 月底发生的包商银行事件直接冲击

了同业刚兑信仰，引发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分层

和信用分层，并传导至信用债市场，导致等级

间利差走阔。我们判断，未来这一态势可能还

将持续一段时间。由此，随着市场对低等级债

券的态度趋于谨慎，上半年投资者采取的“短

久期 + 中低等级城投”策略，在下半年或将更

多转向“长久期 + 高等级”，未来利差走势将

呈现出高等级债券期限利差压缩、中低等级债

券利差难下，以及等级利差持续分化的特征。 

下半年，结构性货币政策对民企的定向滴

灌力度还将加大，预计新增违约主体数量会延

续边际缓和趋势。但另一方面，在包商银行事

件导致信用分层，房地产等行业融资政策收紧，

以及到期偿还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下，部分主

体的违约风险还会继续暴露。 

从信用债到期规模来看，截至 7 月 31 日统

计，2019 年下半年信用债总偿还量为 33566 亿

元，高出上半年 2228 亿元，也高出上年同期

2895 亿元。其中，到期偿还量增长较为明显，

提前兑付量和回售量有所下降。由此，下半

年信用债需要进行兑付或滚续的总量进一步增

加，再融资压力相应加大。我们判断，下半年

需重点关注弱资质民企、低等级城投及部分中

小房企的再融资压力及违约风险。 

民企方面，下半年民企债到期压力较大，

违约多发状况难以避免。截至 7 月 31 日统计，

下半年民企信用债总偿还量为 3346 亿元，比上

半年多出 514 亿元。当前民企债发行仍面临较

大困难，包商银行事件对依赖结构化发行的民

企债也产生很大影响，民企信用利差大幅走阔，

再融资压力抬升。同时，下半年宏观经济下行

压力加大，PPI 有可能负增，多处中下游的民

企将面临较为严峻的市场环境，企业经营、盈

利水平或将承受更大压力。最后，今年以来民

企风险事件频繁发生，除反映流动性压力外，

民企内部经营管理不善、实控人风险频发等问

题也有所暴露，财务造假、粉饰报表等事件引

发市场热议，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市场对民企的

风险偏好修复。 

城投方面，考虑到基建补短板还将借重城

投，加之公募债券违约影响较大，城投平台有

动力腾挪其他债务空间以优先偿还公募债，下

半年城投公募债券违约的可能性依然很小。不

过，包商银行事件后，低等级城投债券的结构

化发行同样受到冲击，相关主体再融资能力值

得关注。特别是从四季度开始，低等级城投非

标到期量明显增大，预计后期城投非标违约将

继续频繁发生。 

房地产企业方面，7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明

确强调“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

段”，这意味着除非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显著

超出预期，否则大幅放松房地产调控的可能性

很小，房企融资仍将面临政策约束。同时，下

半年地产债和房地产信托到期量依然较高，尤

其是低等级房企到期压力加大，违约风险同样

呈现边际上升的趋势，接下来需重点关注主要

依靠高杠杆维持运转且融资能力较弱的中小房

企。不过，我们也认为，在经历前期房地产去

库存，以及当前利率进入下行过程的背景下，

房地产市场本身存在一定的周期性上行动力，

行业系统性信用违约风险可控。

尤为值得注意的
是，6 月 10 日专
项债新规出台，
下半年基建提速
将推升平台融资
需求，城投债发
行上升也会拉动
整体信用债发行
放量。 

（作者系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