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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与规模同比双
升，主体信用重心上移

随着6月27日安图生物
6.83亿元可转债的成功发行，
河南省企业上半年的发债正
式告一段落。相对于去年同
期，今年上半年，河南省企业
发债市场有了几个新的变
化。具体来看，企业发债数
量和规模有明显的提升，发
行债券类型进一步丰富，发
行主体的信用评级向更高级
移动。

据 Wind 统计，今年以
来，河南省企业共发行债券
652 只，较去年同期增长
31.45% ；发 行 金 额 合 计
2663.88亿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15.39%。

从具体品种发行数量的
变化来看，相比去年同期，今
年上半年，豫企发行的同业
存单、私募债、定向工具、一
般短期融资券、一般中期票
据等类型债券数量明显增
加，分别增加116只、17只、8
只、7只和5只；一般企业债、
可转债为今年上半年新增，
不过去年在列的可交换债今
年上半年并未出现。此外，
上半年豫企发行的证监会主
管ABS、超短期融资券等较
去年同期减少，分别减少7只
和4只。

从发行主体信用级别来
看，今年上半年，发行主体信
用评级均在A级以上（有12
只未公布评级）。市场也更
加青睐主体级别 AAA 和
AA + 的 高 级 别 发 行 人 。
AAA和AA+高级别主体发
债数量占上半年豫企发债总
数的比例合计达到65.03%，
较去年同期的 60.69%上升
4.34个百分点。豫企发债主
体信用重心上半年出现明显
上移。

与此同时，上半年豫企
发债市场迎来了多个“第
一”，多种发债类型在河南首
次落地。3月26日，中原资
产10亿元纾困专项债券成功
发行，系河南首单；4 月 12
日，河南资产成功发行5.8亿
元债转股专项债，系河南首
单，全国第三单；4月底，河南
投资集团正式集齐三大债券
储架发行资质，成为河南首
个“吃螃蟹”者；6月5日，河南
首单国企CRMW（信用风险
缓释凭证）花落平煤神马集
团。

“总体上看，今年以来河
南企业发债环境不断优化。”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大河报·
大河财立方记者采访时表
示，上半年货币市场逐步宽
松，发行利率逐步下降，有助

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优质
企业债、公司债适用优化融
资监管等政策的创新，也有
助于简化优质企业债券发行
审核流程，提高发行效率。
随着民营企业CRMW等创
新类工具逐步投向市场，民
营企业信用融资难题将得到
缓解。

发债规模中部六省
居前，与发债大户仍有较
大差距

从全国大范围来看，今
年上半年企业发债数量较去
年同期亦呈明显上升态势，
但发债规模却出现下降。河
南企业发债数量与规模在中
部六省居前，但与北上广与
东南沿海地区发债大户相
比，差距仍旧十分明显。

据Wind统计，上半年国
内企业共发行债券 18707
只，发行规模合计148975.15
亿元；去年同期发债数量为
17122 只 ，发 行 总 金 额 为
156200.93 亿元。发债数量
同比增长9.26%，发债规模同
比下降4.63%。

在上述业内人士看来，
上半年企业发债数量出现明
显增长主要原因有两点。第
一，2018年以来，货币市场总
体宽松，债券利率快速下行，
而银行贷款利率调整具有一
定的时滞，债券较同期限银行
贷款利率具有明显的成本优
势，替代效应明显；第二，在一
系列政策呵护之下，市场信心
逐步修复，民营企业债券发行
量呈现恢复性上涨在情理之
中。此外，在稳投资的大背景
下，地方融资平台类企业保持
了较高的投资强度，发债规
模仍旧保持高位。

从不同地域分布来看，
北上广及东南沿海地区仍是
上半年企业发债的重点地
区。北京市、浙江省、广东
省、江苏省、上海市、山东省
企业发债数量均超千亿，6地
发债数量合计9369只，占全
国企业发债的半数以上。

北京市企业债券发行规
模36262.45亿元，占全国企
业发债总规模的比例高达
24.34%，远高于其他地区；上
海市企业债券发行规模为
19930.67亿元，排名第二位；
广东省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排
在第三位，为 16353.70 亿
元。三地企业发债规模占全
国发债总额的近五成。

再来看河南，河南上半
年企业发债数量排在全国第
12位，发行只数占比3.49%；
发行金额排在第13位，占比
1.79%。在中部六省中，企业
发债数量仅次于山西，位居

上半年规模和数量双升，但差距依然明显

豫企发债进中有忧
随着国内资本市场整体回暖，河南省债券市场也迎来发展红利。今年上半年，河南省企业债券发行数量与规模同比双升，多

只新型债券首次落地。随着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河南省债券市场或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裴熔熔

第二位；发债规模第一，占六
省企业发债总额的20.82%。

与中部其他五省相比，
河南的债券市场目前稳居上
游。但相较于与全国排名靠
前的发债大户，差距明显，存
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河南资本市场短板
待补，关键要用好债券
市场

作为企业直接融资的重
要手段，债券市场的规模直
接关系着企业融资问题的解
决，同时也与资本市场的整
体发展同频共振。

据悉，2018年，河南通
过债券市场融到资金2477.4
亿元。其中，企业债融资8
亿元，银行间债券市场融资
1410.88 亿元，交易所债券
融资289.59亿元，境外发债
融资153.93亿元，地方政府
专项债融资615亿元。债券
融资实效进一步释放。

不过，有业内专家认为，

金融依然是河南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短板，资本市场更是
短板中的短板。补齐短板的
路径之一，就是要用好债券
市场和债券投资。

河南的债券市场还有待
进一步提升。上述业内人士
也坦言，河南省企业的整体
实力和盈利能力还相对较
弱，企业主要集中在传统产
业和传统领域。要想改善发
债市场，首先需要提高企业
的经营管理水平，提升其盈
利和偿债能力；其次需要尽
快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这样才能吸引债券市场等资
本投资；河南企业也要积极
紧跟政策形势，主动尝试创
新产品，以满足企业多样化
的需求。

与此同时，民生证券投
行部执行总经理曹文轩在接
受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形势下，
无论政府还是企业，一定要
重视杠杆率，将资金用于保
证优质项目，降低潜在金融
风险。

多重政策加持，河南债
券市场迎利好

事实上，上述问题的改善
正在提速。自去年年底以来，
国家相关部门接连释放多项利
好政策，鼓励优质企业发债；河
南省也陆续出台相关文件，支
持债券市场发展。

去年年底，国家发改委公
布《关于支持优质企业直接融
资进一步增强企业债券服务实
体经济能力的通知》，提出要支
持信用优良、经营稳健、对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或区域经济发展
具有引领作用的优质企业发行
企业债券。今年年初，国家发
改委又召开定时定主题新闻发
布会，再次提到要扩大优质民
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推动债
券品种创新。

5月份，国家发改委、工业
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人民银行
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
2019 年降成本重点工作的通
知》，明确提出要扩大直接融资
规模。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
业扩大直接融资。推动债券品
种创新，扩大优质企业债券发
行规模。实施好民营企业债券
融资支持工具，适时启动股权
融资支持工具。

具体到河南，今年年初，河
南省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深
化民营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
从加强民营企业纾困帮扶等方
面提出了11项具体措施，提到
以股权或债权方式支持发展前
景良好的民营上市公司围绕主
业并购重组、做优做强。3月27
日，河南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
局河南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完
善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财税
政策的通知》，对省内企业通过
境内外资本市场发债融资给予
税收政策支持。

4 月 11 日，河南省召开
2019年投融资交流会，省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刘文生在会上表
示，当前是企业债券发行的最
好“窗口期”，债券市场投资活
跃，发行利率较低，要扩大专项
企业债和优质企业债发行。

“今年以来国家对债券市
场的积极政策，实际是恢复债
券市场融资功能，降低企事业
单位融资成本的重要举措，有
利于在目前复杂的经济形势
下，对经济起到托底作用。”曹
文轩对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说，河南省作为经济大省和
固定资产投资大省，债券市场
的向好有利于河南省投资项目
资金的筹措，有利于未来经济
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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