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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债持续活跃 低评级民企信用债“冰封”未解
本报记者 李慧敏 北京报道

以央行“
窗口指导”要求银行投
资 AA+ 以下低评级信用债为发端，
此后一周之内，利好债市的政策
“
组合
拳”相继落地：资管新规过渡期整改要
求有所放松，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保
障融资平台合理融资需求。
截至 7 月末，市场整体成交量明

显上升；信用债收益率中枢大幅下行；

谓是
“冰火两重天”。

城投债活跃状态已经持续两周。
然而， 对于央行鼓励银行增配

《中国经营报》 记者注意到，
AAA 级别的房地产企业成交有所

的低评级产业债，特别是民企债券，

回升， 而且新近在一级市场发债的

数月以来的
“冰封”状态并未看到真
正缓解的趋势， 甚至券商债券销售

几家主体， 利率也已到达比较低的
区间。专业人士认为，对于房地产的

人员用
“寥寥无几”来描述冷酷的市
场现实。 中低评级发债主体与高评

持续遏制， 可能会更好地促进行业
分化和分层， 头部企业仍有较大受

级发债主体的再融资情况相比，可

益机会。

各信用券品种周发行规模占比
按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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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组合拳”密集出台
自央行鼓励银行配置低评级信

一日估值仍低 33bp；剩余 5.09 年的

信用债市场进一步带来利好。

用债以来，城投债成交量应声而涨，
两周之后，这种活跃趋势丝毫未见

16 诸暨城东债成交在 6.35%， 在估
值两周下降 20bp 基础上，较前一日

专业人士表示， 随着组合出台
的利好政策， 使市场对城投债的流

减弱。
Wind 数据显示， 城投债成交

估值仍低 19bp； 剩余 2.69 年的 16
启经营债 01 成交在 5.6%， 在估值

动性压力预期进一步改善， 城投债
需求进一步加强。不过，记者注意到

量迅速攀升，仅 7 月 19 日，AA+ 和
AA 评级城投债成交明显改善，AA

两周下降 28bp 基础上，较前一日估
值仍低 29bp。

了， 近期市场监管政策虽然对城投
债形成较大利好， 城投债收益率整

评级城投债收益率整体有 10-30bp
下行， 当天即成交 56 笔；7 月 20
日，热度继续，成交达 87 笔。而此前

机构人士表示， 央行窗口指导
之后， 市场曾对政策面是“一纸孤
文”还是会有“
组合拳”持观望态度。

体下行，但是也有所分化。
Wind 数据显示， 城投企业债
中高等级收益率下行幅度较大，AA

城投债成交持续低迷，最近两个月
日均成交不足 2.5 笔。
中金公司固收双周报显示，从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随后一周
之内，政策“
组合拳”逐一出台。
央行发布 《关于进一步明确规

评级中资质相对较好的平台收益

市场具体成交来看， 以 AA 为代表
的低评级成交和上涨主要集中在城
投板块，AA 评级城投债收益率两

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
有关事项的通知》、 银保监会发布
《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监督管理办法

评级地级市城投债的收益率中枢
下行 15bp 左右，目前在 6.6%附近；
区县级城投债下行 10bp 左右，中

周整体下行 30bp 左右。 例如剩余
2.4 年的 13 清远债成交在 5.52%，

（征求意见稿）》，对资管新规执行细
节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规定，放

枢在 7%-7.2%。
可以预见的是， 城投债在市场

在估值两周下降 29bp 基础上，较前

松了银行理财过渡期监管要求，为

AAA

83.3%

各信用债品种周发行规模占比
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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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支持证券

公司债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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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也有所下行，但资质较差的主体
也有收益率上行的案例。7 年期 AA

上的活跃度将进一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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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国开证券

民企债券成交“
寥寥无几”

房地产头部企业成交量回升

回顾利好政策陆续出台后的
市场表现， 机构点评趋于一致：政
策效果立竿见影，二级市场近两周
信用债收益率整体下行 20-40bp；

银行间市场仅成交 17 笔。 7 月 20
日，银行间成交 31 笔。 此后，“可以
用
‘寥寥无几’的状态来形容。”业内
人士称。

值得注意的是， 机构报告中同
时指出， 央行窗口指导额外给予中
期借贷便利（MLF）资金支持信贷投
放和信用债投资， 此举更为明确地

资质个券大多仍为民企。 例如剩余
期限 1.17 年的 16 九牧 01 （纺织服
装民营）高估值 14bp 成交；剩余期
限 0.98+2 年的 16 老百姓 （医药民

AA+ 和 AA 评级信用债成交活跃
度明显增加：城投债成交改善和收
益率下行最为突出，一般产业债成
交和上涨则主要集中在资质较好
的国企。

“从市场具体成交来看，以 AA
为代表的低评级成交和上涨主要集
中在城投板块。”一家证券公司债券
销售人员表示， 一级市场信用债发
行高等级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中低

引导金融机构修正过度降低的风险
偏好， 改善中低评级企业债券融资
过度萎缩困境，然而在此背景下，部
分低资质民企仍有逆势下跌的情况
出现。

营）行权收益率上行 52bp 成交。
“在央行窗口指导背景下，很多
银行确实在认购 AAA 等级的债券，
每周也向央行报告已投资债券，或
者额度投满了以后就没有资金投

值得注意的是， 央行窗口指导
被广泛认为作为提振目标的民企债
券，并没有迎来预想中的成交热潮，

评级发债主体与高评级发债主体的
再融资情况相比，可以说出现了
“冰
火两重天”的局面。

Wind 数据显示，AA 评级中个
体分化仍然较大， 在全市场收益率
大幅下行的情况下， 逆势下跌的低

AA 债券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
固收部人士表示， 民营企业仍是机
构规避的“雷区”。

金融界一直以来的一个争论

以此， 业内人士仍保持比较

焦点就在于，只要央行源头一放
松，资金最后一定是流向房地产

正面的态度。某专业人士表示，对
房地产的遏制， 实际上会进一步

和平台公司两个方向。
城投债活跃的现实就是佐证

导致市场的分层和分化， 最终仍
有利于排名处于前部的企业。

之一，此外，近两周以来，房地产
业部分头部企业的成交量也有回

机构分析人士如是表示，监
管密集出台的政策意欲引导“宽

升迹象。
Wind 数据显示， 房地产个
券方面，近期成交较多主体有华

货币“向“宽信用”过渡的意图十
分明显， 强化了市场对于政策托
底的信心， 对于修复市场风险偏

南城、金街地产、融创中国、万达

好，延缓和降低信用风险，抑制信

地产、重庆龙湖等，收益率均出现
下行。 连续成交较多的个券包括

用利差快速扩大的趋势都很有帮
助。在此背景下，市场对中低评级

15 万达 02，行权收益率相比近期
高 点 下 行 18bp 左 右 ， 目 前 在

信用债的需求可能将有所恢复，
如果暂无新的信用风险事件爆

6.01%附近。

发， 信用债流动性还有进一步提

“此 前 很 长 时 间 ， 即 便 是
AAA 级的地产企业，也几乎无人

升余地， 且新发债券规模会有较
明显的增长。

问津。 ”前述券商销售人员表示。
而在近期发行公司债的 5 只

银河证券则乐观认为， 债市
将迎来以信用债为主的牛市下半

地产债券，包括重庆龙湖、远洋地
产、格力地产、金地（集团），发行利

场。 就具体券种而言， 安全性更
高、 前期信用利差较大的城投债

率最低的 4.7%，最高也仅为 5.5%。
记者注意到， 上述 5 只地产
债券的发行人评级均为 AAA。 那
么，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业受益
机会更大？
微信公众号
“
寒飞论债”曾经
预测，监管政策对中低评级的房

行情或更明显。
东方花旗证 券 数 据 显 示 ，7
月 16-7 月 20 日，信用债发行规
模开始回升，有 199 只新发债，发
行规模 1886 亿元， 周环比上升
12.74% ；7 月 23-7 月 27 日 ， 有
219 只 新 发 债 ， 发 行 规 模 1899

地产债利好也会偏大。 相比城投
债和其他产业债，房地产债是受
到“再融资冲击”最大的产业债，
业绩相对较好，本轮信用利差反
弹调整的幅度也足够大，部分优

亿，周环比上升 0.65%。 截至 7 月
末 ，2018 年 累 计 发 行 信 用 债
73851 亿元。
信用债方面， 受到近期多个
宽信用政策影响，成交活跃度明显

质的 AA+ 和 AA 房地产民企债，
可能会受益。

上升，收益率整体出现较大幅度下
行，其中城投债收益率下行更为明

然而，7 月 31 日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却给上述预期浇

显，产业债结构分化仍然存在。
公司债方面， 过去两周成交

了盆冷水。 会议提出，要下决心
解决好房地产市场问题，坚持因

仍然集中在高等级和较为优质的
主体。 近期成交较多且收益率出

城施策，促进供求平衡，合理引导
预期，整治市场秩序，坚决遏制房

现较大幅度下行的主体有大唐集
团、国电集团、上港集团等。 但受

价上涨，加快建立促进房地产市
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

负面消息影响的中融新大相关个
券仍然处于停牌状态。

狐狸金服与宁波通商银行签署战略协议 携手推进普惠金融
近日，搜狐旗下金融科技集团
狐狸金服与宁波通商银行签署战

创新技术助力中小微企业
金融科技应用前景值得各方期待

略合作协议，共同发展包括中小微
企业金融需求在内的普惠金融服
务。 宁波通商银行总行副行长方

据悉， 此次宁波通商银行与

前，狐狸金服的普惠金融产品已

健、宁波通商银行总行营业部总经
理助理章富乃、狐狸金服创始人兼
CEO 何捷参与了签署仪式。 本次

狐狸金服战略合作的核心契合
点，是服务中小微企业、助力实体

经帮助众多行业的小微企业主
解决了工程垫资、 设备采购、经

经济发展。 基于这一共同目标和
定位， 双方将共同致力于推动普

营周转等多类经营性资金需求。
狐狸金服相关负责人透露：“依

惠金融的发展。 这显然与狐狸金
服持续深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密
切相关。
作为搜狐旗下金融科技集

托在宁波地区的成功经验，未来
狐狸金服将进一步加大普惠金
融业务的投入， 以宁波为中心，
向全国辐射。 ”

团， 狐狸金服始终将推进普惠金
融发展视为重要战略，以“让金融
更简捷”为使命，通过科技为小微
企业提供更便捷、高效、普惠的金

近日， 经人民银行、 银保监
会、证监会等联合印发《关于进一
步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的意
见》提出，不断把金融服务小微企

融服务， 解决小微企业的融资困
境，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早在 2017
年 6 月， 狐狸金服率先获得宁波

业工作推向深入， 为服务小微企
业蓬勃发展、 促进创新创业与新
动能壮大做出应有的贡献。 央行

市互联网小额贷款牌照， 成为国
内一线互联网企业在宁波设立的
具有科技金融示范意义的业务平
台，助力当地小微企业，大力推进
区域实体经济发展。
在以宁波为普惠战略落地
首站的尝试过程中，狐狸金服积
累了大量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
验，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
链等技术，在获客、营销、风控、
数据等维度取得了长足进展，有
效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截至目

也在讲话中不断指出，小微活，就
业旺，经济兴，做好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责任重大。
“狐狸金服与宁波通商银行
的战略合作， 正是普惠金融结构
的有益补充， 符合国家经济发展
趋势， 有利于促进当地实体经济
发展。 ”相关分析人士表示，在央
行及政府均将金融服务小微企业
列为核心任务的背景下， 以金融
科技创新为中小微企业服务提供
助力，值得期待。

合作将以狐狸金服持续深耕的金
融科技创新为基础，应用包括大数
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技术，
在获客、营销、风控、数据等维度，
推动双方在资源整合、能力布局以
及技术创新上的共建、共享。
针对此次合作，狐狸金服创始
人兼 CEO 何捷表示， 经过数年积
累和发展，金融科技公司在数据积
累、 技术研发上取得了质的飞跃，
“未来， 为产业与传统金融机构进
行双向技术赋能，将是金融科技企
业发展的核心趋势。 ”
“狐狸金服与宁波通商银行的
战略合作，正是普惠金融结构的有
益补充， 符合国家经济发展趋势，
有利于促进当地实体经济发展。 ”
相关分析人士则认为，面对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需求增加，狐狸金服此
举，为金融科技企业发展新方向提
供了有益尝试。

宁波通商银行总行副行长方健（左）与狐狸金服创始人兼 CEO 何捷（右）

携手宁波通商银行 狐狸金服立足连接金融服务与实体产业
据悉， 宁波通商银行成立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 是国内率先一
家由外资银行成功重组改制的城
市商业银行，注册资本 52.2 亿元，
股东实力雄厚， 股权主体多元，总
部设在宁波。 宁波通商银行确立了
商贸领域专业银行的战略定位，致
力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专业的金
融服务，打造国内一流商贸金融专
业银行。
作为老牌互联网巨头搜狐旗
下公司，狐狸金服则是一家典型的
技术创新驱动型企业， 创办四年
来， 持续将行业场景和数据相结

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
能、机器学习等领先科技，在风险
控制、智能投资决策和平台安全等
方面进行金融服务创新，提升金融
服务的运营效率和用户体验。
其中，狐狸金服开创基于大数
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的全生命
周期智能风控系统“风刃”，已经为
集团旗下各项业务提供全流程风
控管理，利用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
对数据进行关联分析，实现精准授
信。“
风刃”风控系统实现了多模型
的并行在线学习训练和实时欺诈
反馈，可通过人工智能自动适配个

性化的工作流引擎及规则模型引
擎，提高风控效率，降低不良率。 历
经长期实践以及数次技术升级，
“风刃”系统已经日趋成熟，并将为
此次合作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在一些行业人士看来，双方此
次携手合作，有效融合了狐狸金服
在金融科技上的积累，以及宁波通
商银行在商贸领域的布局，这一尝
试值得关注。 何捷则认为，
“
经过数
年积累和发展，金融科技公司在数
据积累、技术研发上取得了质的飞
跃，利用科技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提
供了此前难以获得的金融服务，加

快传统金融模式的运转效率，满足
客户不断变化的现实需求等，由
此，为传统金融科技赋能已是大势
所趋。 ”
何捷介绍，未来，金融科技企
业要做两方面事情，“一方面，金融
科技公司要基于产业提供普惠金
融服务，并向小微企业进行科技输
出， 最终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并
将这种合作转化成数据价值；另一
方面，金融科技公司要向传统金融
机构进行技术与产品输出，提升整
个金融行业的运营效率，减少欺诈
风险，实现产品的精准定价。 ”
宁波通商银行总行副行长方健与狐狸金服创始人兼 CEO 何捷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