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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置换本月收官
6000 亿额度发行或低于预期
本报记者 杜丽娟 北京报道

财政部实行的 3 年债券置换
工作本月即将完成，按照最初的计
划，财政部将通过 3 年左右的过渡
期，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完成存量地

方债务中 14.34 万亿元的非政府债

置换规模仍有很多。 财政部数据显

8 月 2 日，一位不愿具名的评级

券形式债务的置换，以缓解地方政
府的债务压力。

示，截止到 6 月底，尚未置换的非政
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约有

公司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这
很可能出现不能置换完毕的情形。

然而， 受今年上半年债市情况
影响， 以及债券发行节奏放慢等因

8649 亿元。 也就是说 7~8 两个月平
均置换债发行规模约为 4325 亿元，

“
对于这些未置换完毕的债券或者将
延期置换，或者终止置换后不纳入地

素影响， 最后一个月要完成的债券

这一数字接近 6 月发行量的 3 倍。

方政府债务”。
本报资料室 / 图

置换完成低于预期
置换节奏放缓，很大程度上是监管层从严收紧地方债的发行进度。
临近，在置换时间限制下，7~8 月
置换债券的供给压力将进一步

或因为债权人不同意置换的情况，
剩余地方政府债务按时完成置换
的难度较大，置换部分的发行规模

半 年 债 券 发 行 进 度 较 2017 年 严
重滞后， 地方政府的精力主要集
中在堵后门上， 且今年表现尤为

渐接近尾声， 市场供给压力不断攀
升， 预计下半年地方债供给规模超
过 3 万亿元。

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
意见》，明确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
行限额管理，并提出建立健全地方

2.77 万亿元。 2018 年置换规模尚余
1.73 万亿元， 按要求需在 8 月底前
完成全部置换工作。

增大。
据中诚信国际统计，7~8 月平
均 每 月 预 计 发 行 置 换 债 券 4325

可能略小于预期。 ”中诚信国际首
席宏观分析师袁海霞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明显， 政府的心态都是观望，基
本保持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该
人士长期致力于为地方政府提供

中诚信宏观金融研究部研究员
汪苑晖认为， 过去 3 年地方政府债
务置换“以时间换空间”，通过发行

政府债务风险防控机制和妥善处理
存量债务，通过 3 年左右的过渡期，
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完成存量地方

记者了解到， 按资金用途划
分地方债的发行结构， 地方债可
以分为新增债券、 置换债券和再

亿元。
“目前 7 月份发行债券并没有
完成预期规模，对于 8 月来说发行
压力会持续增大。 此外，考虑到未
来可能存在部分待置换债务核减

这一观点和上述不愿具名评级
公司人士的判断一致。
在该人士看来， 置换节奏放
缓， 很大程度上是监管层从严收
紧 地 方 债 的 发 行 进 度 。 “今 年 上

评级服务。
记者查询数据发现，今年地方
债总发行量约为 4.75 万亿元，其中
上半年发行了 1.41 万亿元，完成了
全年规模的 30%， 随着债务置换逐

成本较低、 期限较长的地方债置换
原有的存量债务， 实现了优化债务
期限结构， 对缓释地方政府债务风
险起到一定作用。
2015 年，财政部下发《关于对

债务中 14.34 万亿元的非政府债券
形式债务的置换。
据统计，2015 年财政部下发了
3.2 万亿元的置换额度，2016 年和
2017 年分别置换了 4.88 万亿元和

融资债券。
袁海霞分析， 地方债置换结束
后， 地方债发行将以新增债券及再
融资债券为主， 其中新增债券平均
每月发行占比预计将接近七成。

伴随地方债务置换窗口不断

平台去杠杆化
“
关于地方隐性债务，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也没有官方数据，就业界来看，地方隐性债务最大一块就是融资平台债务。”
事实上，对于地方政府来说，不

域以置换债发行为主。

比重为 25%，以此计算，融资平台的

在城投企业再融资环境整体

力清偿债务，且无法清偿的债务未

作可以使企业保持新陈代谢的合理

论置换工作是否能如期完成， 债务
风险仍是其重要工作。
根据中诚信国际测算， 若以显
性债务为衡量，2016 年负债率超过
欧 盟 60% 警 戒 线 的 是 贵 州 省

“
关于地方隐性债务，目前还没
有一个明确的界定， 也没有官方数
据，就业界来看，地方隐性债务最大
一块就是融资平台债务。”上述不愿
具名评级公司人士说。

债务余额大概在 30 万亿元左右。如
果再考虑没有发行债券的融资平台
的债务， 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就远
不止 30 万亿元的量级了。
上述不愿具名评级公司报告显

收紧的背景下， 为确保债务偿付，
城投企业对政府回款及时性要求
更为迫切。
事实上， 这一路径依赖随着
2014 年 43 号文的发布， 已经被堵

纳入政府性债务，则城投企业作为
市场化主体可按市场化原则破产
清偿， 地方政府作为城投企业股
东，按出资情况在破产清算中承担
相应责任。 ”

流程， 目前这种破产法已经美国证
明，具有可操作性。 ”
不过， 在上述评级公司人士看
来，具体实践中，城投企业采取破产
清偿仍需考虑多方面因素。

(74.0%)，债务率超过 100%警戒线的
是贵州、辽宁等 7 个省份，北京、上

该人士介绍， 就当前地方政府
债务风险， 更重要的是对隐性债务

示， 从到期城投主体现金流状况观
看， 近半到期城投公司的净现金流

死。 文件明确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
的信用边界与债务边界， 坚决遏制

对于城投企业的破产清算，长
期从事经济实践和生态研究的加拿

对于承担公益性职能的城投
企业来说，其破产清偿对于辖区内

海、西藏等较低。
若考虑含隐性债务口径的负

的防范。 这几年随着中央对地方政
府直接债务的防范、化解，直接债务

为负， 债务偿付主要依赖再融资与
流动资产变现。

城投公司依托政府隐性信用背书新
增政府债务。

大 AltaNatural 公 司 首 席 执 行 官 金
建方认为， 中国已经有 《企业破产

同样承担公益性项目的企业再融
资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于业务市

债率及债务率 ，2016 年 负 债 率 高
居首位的仍是贵州省， 债务率位

风险得到了控制。 但隐性债务这块
仍然在继续增长。

“部分城投企业流动性对政府
回款的依赖较高， 其中以政府应收

袁海霞认为， 根据 88 号文要
求，地方政府对于城投企业的存量

法》， 当企业经营不下去的时候，可
以宣告破产，但企业可以照常运营，

场化程度较高，已转型为市场化独
立运营的城投企业来说，在无力清

居前列的是天津、贵州等省份。 尤
为需要注意的是， 从各省地方债

以城投债为例， 目前城投债的
余额约为 7.42 万亿元，根据不完全

款为主的占流动资产比例均值为
19.8%，部分企业该比例高达 90%以

担保债务，仅承担适当民事赔偿责
任，最多不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

继续向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 这与
传统《破产法》有明显的区别。“
就像

偿债务的情况下采取破产清偿的
可能性相对较高。 ”上述评级公司

发行结构看， 债务风险较高的区

统计， 债券融资占融资平台债务的

上。 ”报告指出。

分的二分之一。“如城投企业因无

股票市场的退出机制一样， 这种操

人士说。

编者按 / 股权质押新规的落实，一方面确实有助于防控风险传导，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出现监管
“
一刀切”的现象，也使得一些民企的融
资需求被限制，融资成本被抬高。 如何平衡监管与实体经济的发展，后续监管将如何调整，实体经济的营商环境如何改善，本报将持续关注。

股权质押新规严控 民企融资雪上加霜
本报记者 崔文官 成都报道

股 权 质 押 新 规《股 票 质 押 式
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
（2018 年 修 订）》实 施 近 5 个 月 ，
行业正发生深刻变化， 股权质
押融资变得越来越难。 曾经连

企业融资受限

续 4 年快速增长、 单年涉及市
值超 4 万亿元的超级业务，规

业务，为股东等融资方提供各种便
利；新规之后，各金融中介机构股

“与国有控股股东上市 公 司 融 资
渠道广、融资成本低不同，大部分

此外， 质押新规对资金融入方

养和项目建设， 但是由于涉嫌短

模开始缩减。
多位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

权质押业务正全面收缩，股东股权
质押路径在变窄，甚至出现批量被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窄， 融资成本
高， 股票质押新规后民企上市公

也提出新的要求：首先，融入方首笔
初始交易金额不得低于 500 万元，

融长用，四处碰壁，至今未能成功
出质。 此前有些券商能够将质押

采访的上市公司股东以及券商、信
托、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向记者表
示，“新规之前，金融机构争抢这项

拒的情况。 ”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司融资更加困难。 政策的制定应
该区分民企和国企的区别， 而不
能一刀切。 ”

此后每笔初始交易金额不得低于 50
万元；其次，融入方不得为金融机构
或者从事贷款、 私募证券投资或私

率大胆做到 70%， 后来按照新规
要求不能超过 60%， 不过很多机
构的业务质押率基本控制在 35%

募股权投资、 个人借贷等业务的其
他机构，或者前述机构发行的产品，
符合要求的创业投资基金除外；再
次， 融入方融入资金存放于其在证
券公司指定银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并用于实体经济生产经营。
上述投行人士表示：“这些规
定在抬高交易门槛的同时，也缩减
了资金的使用范围，使得企业股东
的股权质押融资受限。 ”
四川一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此
前金融机构大力发展股权质押，经
常有机构来我们这拜访探讨股权

~50%区间。 ”
上述投行人士也向记者证实，
“
现在市场中确有很多质押需求，但
碰壁者很多。 虽然上市的民企通常
资质不错， 但是通过股权质押进行
融资已经不再容易， 机构开始审慎
对待一度被看轻的表内信贷。 我们
现在主要是过去长期合作的优质客
户才给 4 折的折扣， 资质一般公司
股权质押请求我们通常不接的，接
了审核也通过不了。 ”
也有接受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
认为，与国企相比，民企很难持续从
银行拿到便宜的资金， 因此不得不

质押业务， 而今不仅质押难度增
大，而且融资成本也高了，更明显
的变化是我们反过来要‘求着’机
构都未必能拿到资金。 ”

寄望股权质押，而今随着监管从严，
后续对于上市公司的民企股东资金
饥渴也会越来越严重。
而上述投行人士也表示，“随着

也是因为股权质押新规，该公
司的融资难度加大，上述控制人正
在筹划将控制权转让出去。“实际
上，在去杠杆背景下，不少上市公
司大股东越来越处于缺钱状态，但
股权根本质押不出去。之前已经有
很高债务了，生产成本、人力成本

市场调整明显，无论是发债融资、股
权融资还是质押融资， 资金都将向
优质企业和部分绩优国企集中。 ”
宋清辉则表示，“股票质押新
规与金融去杠杆的方向一脉相承，
防范一些公司股票质押被平仓对
市场的冲击，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一直居高不下，我们又不像国企更
容易获得银行的支持，再融不到资
只能转让股权出去了。 ”上述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感叹道。

政策的制定者应该更多地是考虑
这方面的问题，对于民企上市公司
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应该考虑
的较少。 政策的制定应该区分民企

另有一家上市公司的第七大
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向记者称，“日
前自己曾找到多家机构试图进行
股权质押融资， 用于体外项目培

和国企的区别，而不能一刀切。 预
计后续将会有新的政策缓解民企
上市公司融资难现状，以激发民营
企业活力。 ”

业务规模 5 个月降三成
相关
“新规总体导致股票质押市场
项目标准提高， 资金公司减少，融
资利率提升，部分银行、券商等资
金方大幅提升业务标准，并已出现
部分资金方暂停放款等情况，预计
市场规模将逐步收缩， 部分高杠

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办法的补
充，也与前期监管口径保持一致。因
此， 该通知将堵住券商参与高风险
质押融资交易的规则缺漏， 避免质
押违约风险向金融机构传导。 ”
这一说法得到信托、银行为主

杆、高质押比例融资人面临资金周
转困难。 现在券商股权质押业务的
标准提高好多，对标的筛选也更加
严格，业务战线全面收缩。 ”一家中
字头大型券商投行部人士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的场外质押机构的印证，一家城商
行相关人士接受 《中国经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银保监虽然没有
正式下文，但是开会的时候已经提
醒过银行，场外股权质押业务参考
证监会的标准。 ”

股权质押新规规定，股票质押

西南地区一位券商人士告诉

股权质押业务全面收紧

2013 年 5 月——
—三足鼎立
交易所发布《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试行）》，标志着证
券公司正式在股票质押市场“分羹”。 由于业务办理流程简便，同时坐拥上市公
司资源，以券商为主导的场内股票质押迅速崛起，股票质押市场从原先的银行、
信托“二分天下”，变为“券商、银行、信托”三足鼎立，券商后来居上。

2014 年底——
—半壁江山
仅一年半的时间，信托的市场份额从此前的 50%降至 10%，银行市场份
额也大幅下降。 而券商则从极小的市场份额猛增至 60%。 在股权质押市值方
面，也占据半壁江山。

2017 年——
—增幅放缓
股权质押业务迅猛发展背后留下了隐患，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股市的下
跌导致平仓、爆仓事件频发，风险隐现。 当年 9 月股权质押收紧的政策开始吹
风，这也导致 2017 年股权质押业务增幅放缓。

2018 年——
—全面收紧

率上限不得超过 60%，单一证券公
司、单一资管产品作为融出方接受
单只 A 股股票质押比例分别不得
超过 30%、15%， 单只 A 股股票市
场整体质押比例不超过 50%。
实际上，除了场内股权质押收
紧， 场外股权质押业务也在收紧。
今年 5 月份， 证券业协会发布通
知，要求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子公
司及其管理的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或定向资产管理客户，不得作为融

记者，“股权质押分为场外和场内，
场外主要以银行和信托为主，场内
主要以券商为主，因为券商有丰富
上市公司资源，因此这块业务做得
比较多。 新规之后，说明高质押率
的情况，一去难返了。 市场质押率
持续下降， 目前主板普遍在 3~4
折，而中小创则在 3 折左右，甚至
未必能接。 如果有业务上门，首先
必须考量这家公司流通市值超过
50 亿元， 交易流动性不好的公司

有优质抵押物、流动性又高，去年
以来却发现，质押股票已经没法作

是慎之又慎。
实际上新规影响已经显现。

出方参与场外股权质押交易；不得
提供上市公司股票质押融资的第

直接拒绝。 其次，公司业绩必须要
好，质地好可以考虑，一般公司直

为清算资产，这笔融出资金忽然变
成信用贷款，整个业务逻辑都发生

Wind 数据显示，2018 年 1~7 月份，
券商股权质押数量 678.84 亿股，市

三方中介服务。 通知自发布之日实
施，存续合约可以延期购回，期限
不超过 1 年。
民生证券分析指出，
“
证券业协
会的通知是对 3 月 12 日正式实施

接拒绝。 ”
而据上述城商行相关人士透
露，“场外股票质押的监管尺度不
及场内，但目前股票质押不算优质
资产，以前觉得上市公司质押业务

了变化，再加上不少上市公司的股
东补仓能力不足。 ”
不难看出，无论是从事场内质
押的券商还是从事场外质押的银
行、信托，目前对股权质押项目也

值 7069.46 亿元，其中“3·12”新规
至今券商股权质押数量 434.73 亿
股，市值 4240.04 亿元。无论是质押
股市还是质押市值均较去年同期
下滑了近三成。

2018 年，监管层正式按下刹车键。 1 月 12 日，上交所、深交所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发布《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2018 年
修订）》，并自 3 月 12 日起正式实施。
新规对股票质押划定的
“
四条警戒线”，即股票质押率上限不得超过 60%，单
一证券公司、 单一资管产品作为融出方接受单只 A 股股票质押比例分别不得超
过 30%、15%，单只 A 股股票市场整体质押比例不超过 50%。
新规的发布，意味着场内质押业务收紧，长达 5 年的股权质押暴增周期遭打断。
尽管目前股权质押业务已有所恢复，但与之前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