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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监管层持续出台利好政策鼓励债券融资，年度发行总量增速放缓 

在传统的公司债、中小企业私募债业务发展的基础上，2013 年

证监会继续推行产品创新，证券公司债、中小企业集合私募债、中小

企业可交换债、资产证券化产品等创新业务品种不断涌现，带动相关

新评级业务也不断增加。两大交易所陆续出台文件提升部分债券交易

流动性，债券市场互联互通措施进一步深化；保监会、财政部等相关

部门也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利好债券融资，上述均有望促进交易所债

券市场的进一步扩容。 

 

2013 年，交易所债券市场共发行各类债券产品合计 428 期， 同

比增长 36.21%，增速较上年大幅下降；发行金额 3468.28 亿元，增

速由上年的 62.04% 下降至 20.31%。其中，发行公司债 131 期，发



行额度合计 2536.45 亿元；可转换债 8 期，发行额度合计 544.81 亿

元；中小企业私募债 260 期，合计 313.04 亿元；资产证券化（ABS）

产品 29 期，合计 73.98 亿元。从发行量和发行额度上看，中小企业

私募债和资产证券化（ABS）产品大幅增长。 

 

二、公司债券发行和评级分析 

从 2013 年公司债发行主体情况来看( 不包括证券公司债)，发行

企业尽管仍以国有独资及控股企业为主（共计发行 55 期），但民营

企业发行期数（共计 39 期）占比较上年继续提高，在发行总期数的

占比中达到 41%。公司债产品发行期限从 3 年到 15 年不等，但 5 年

期占比最大，占公司债总发行期数的 69%。 

从发行额度上看，2013 年公司债发行额度中 5 亿元至 10 亿元

的期数占比为 36%，成为发行规模中占比最大、最为集中的区间。此



外，发行规模小于 5 亿元的发行期数达到了 25 期，占比为 27%，整

体来看中小型上市企业在发行额度上占比有所提高。国有独资及控股

企业发行规模仍占总发行额度的主要比重（发行总额占比达到了

76%），其中仅中石油发行的 2 期共 200 亿元公司债就已占全年发行

总额的 15%。 

从 2013 年公司债发行主体行业分布来看，发行人主要为工业企

业，其中机械设备、电子设备、电气装备、电力、纺织服装等行业在

期数和家数占比上名列前茅。受 2013 年经济缓慢增长的带动，周期

性较强的机械装备、纺织服装和需求旺盛的电子装备行业融资期数和

家数增长较快。 

2013 年公司债发行人有所减少，全年共有 82 家上市公司发行

了公司债，发行家数较上年同比减少了 43.84%。从发行人级别分布

情况来看，主体级别分布在 A+ 级~AAA 级之间，自 2010 年来首次

出现了 A+级别的发行人，级别分布较 2012 年进一步宽泛。其中，

AA 级企业有 41 家，占比达到了 50%，份额占比依旧最大。 

受主体信用基本面的限制，加之前期创业板公司债发行利率较

高，在多元融资渠道存在的情况下，2013 年创业板公司债发行出现

停滞，部分原已发布了发行公告的发行人纷纷停止公司债的发行，全

年无创业板公司债发行。 

从债项级别分布情况看， 除“13 围海债” 债项信用级别为 AA- 

级外，2013 年发行的公司债信用级别均在 AA 级以上。2013 年发行

的 94 期公司债产品中，AA 级的债项级别占比最大（期数占比为



38.30%），AAA 级的债项级别占比次之（期数占比为 37.23%）；AA+ 级

及以上信用级别产品较上年占比进一步扩大，由 2012 年的 54.14% 

上升至 60.64%，反映出债券市场形势不好的情况下，投资者对高级

别债券投资的要求进一步提升。 

从 2013 年公司债发行利率走势情况看，受资金面因素、债券投

资需求、投资者风险预期等因素影响，整体发行利率呈现前低后高的

趋势，其间 2~4 月份处于全年利率低点，6 月份之后调整提升。受

下半年资金面趋紧预期影响，公司债发行利率节节攀升，至年底达到

最高。以样本量最丰富的 5 年期公司债发行利率为例，在 AA 级债项

级别水平下，1~3 月份发行利率基本分布在 5.5%~5.9% 区间内，四

月份之后平均发行利率上升至 6% 左右，七、八月份无公司债发行，

10 月份之后的发行利率受市场因素影响骤然上升，年底发行的“13 

盛屯债”发行利率达到了年度最高的 8%。 

从 2013 年公司债产品的发行定价情况看，公司债的发行利率较

好地体现了信用等级、债券期限和流动性的差异。从发行的 3 年、5 

年、7 年和 10 年期公司债券统计情况看，以 AAA 级的利差均值和

标准差水平较其他级别最低；利差随着期限延长和级别的降低而呈逐

渐扩大态势。但值得注意的是，3 年期和 7 年期的 AA+ 级公司债的

平均发行利率均较同期的 AA 级高，其原因除时间窗口因素外（如年

中及年底的资金面紧张），投资者对债券信用级别的认可度不足可能

也是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2013 年发行的 94 期公司债中，有 42 期提供了担保，占比为



45%。担保措施种类主要为第三方信用担保，大多由发行人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从担保增级效果上看，国有独资及控股企业

中，除原主体为 AAA 的发行人外，多数的发行人控股股东的担保有

一定增级效果，但部分以上市公司作为主要经营体的担保人担保增级

效果并不明显。民营企业方面，除采用传统的股东担保措施外，部分

民营企业还采取股权质押、资产抵押、第三方专业担保公司担保等措

施。 

 

三、年度公司债评级迁移分析 

    从主体评级方面来看，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年 12 月 31 日，

我国存续公司债发行主体共计 361 家，信用级别变动共 23 次，占发

行主体总数的 6.37%，调整频率明显高于上年。其中信用级别（不含

展望）上调 4 次，信用级别（不含展望）下调 19 次，级别下调次数

远多于级别上调；评级展望上调次数为 2 次，下调次数为 24 次，下



调次数远多于上调情况。2013 年公司债主体级别及展望调整变动次

数创历史最高，上述调整多在跟踪评级结果密集发布的 4~6 月份进

行。 

从债项评级方面来看，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我国存续公司债券共计 476 期，信用级别变动共 28 次，占存续债券

的 5.88%。其中信用级别上调 5 次，信用级别下调 23 次，下调次数

明显高于下调的次数，主要源自发行主体或担保人信用级别的下调。 

     从上述主体及债项级别调整情况看，存在如下特点： 

   （1）主体评级由 AA 级调降到 AA- 级和债项级别由 AA+ 级调降

到AA 级的调整次数最多，分别占相应主体及债项调整总数的 52% 和

43%，主要与该类债券发行人基数较大有很大的关系，同时还与债券 

市场投资者通常将 AA 级作为债券投资标准的分水岭有较大关系。 

   （2）受 2013 年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行

业景气度下行趋势明显，发行人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不断弱化，信用

风险逐渐暴露。2013 年主体级别（含展望）调整主要分布在钢铁、

化工、机械、光伏、造纸、煤炭、有色金属、造船和航运等，其中“11 

超日债”因持续亏损，已经出现实质性违约，其主体及债项级别先后

两次被下调。 

   （3）主体级别调升主要来自于企业增信因素、国有企业资产重组

或相关抗周期行业业绩提升（如天士力）等，其中主体级别由 AA 级

调升至 AA+ 级次数较多，达到了 2 期；债项级别提升主要来自于 AA

级到 AA+ 级的提升（共 4 期），主要源自主体和担保方级别的提升。 



   （4）AAA 级企业未出现级别变动情况，仅出现过为数不多的展

望下调（如柳工机械和中国一重），主要源自行业基本面的变化对企

业信用状况形成了不利影响。可转债方面，2013 年存量的可转债中，

债项级别均未发生变化。 

     2014 年，随着前期发行的公司债、中小企业私募债相继进入兑

付期和回售期，在外部经济环境尚未得到实质改观的情况下，发行人

信用风险会逐步释放，部分企业将面临兑付困难的情况，评级机构执

业风险也将进一步加大。 

四、可转债发行依旧低迷 

可转债中，8 家发行主体中有 5 家来自于国有独资及控股企业，

除“泰尔转债”发行期限为 5 年外，其他 7 家发行的债券发行期限

为 6 年。除“民生转债”（200 亿元）和“平安转债”（260 亿元）

发行额度较大外，其余发行额度多分布于 10~26 亿元区间。 

受股票市场行情震荡的影响，2013 年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仍较

为低迷，全年共有 8 家企业发行了 8 期可转换公司债，除“泰尔转

债”、“民生转债”外，其余 6 期均于股票市场行情较好的 2013 年下

半年发行。可转债发行主体中，除“泰尔转债”、“东华转债”和“华

天转债”外，其余发行人均来自于国内的大型国有企业，主体级别均

在 AA+ 级以上。发行的 8 期可转债中，除“泰尔转债”由实际控制

人提供股份质押和保证的担保外，其余均未有担保措施。 

由于大多数转债附有赎回条款，偿债压力相对小于同等条件下的

公司债，2013 年发行的 8 期可转债中，债项级别均在 AA 级以上。 



五、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主体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 

    目前中小企业私募债发行尚无权威的公开披露信息统计，根据

wind 披露的私募债发行情况，2013 年沪深两大交易所有 236 家企

业发行了 260 期私募债产品。目前由于发行主体主要来自于中小企

业，发行额度较小，区间多分布在 5000 万元至 3.5 亿元之间；私募

债的发行期限均为 1~3 年，利率普遍较一般公司债产品高，年利率

多分布在 8%~10% 之间，最高年利率甚至达到了 14%（“12 浙浦百

债”）。虽然没有公开披露的主体及债项级别，但根据各评级机构的反

馈情况，大部分发行私募债的中小企业主体级别分布在 BBB 级~A+ 

级区间内，整体抗风险能力较弱。2013 年 8 月在上海证券交易发行

的“12 江南债”成为私募债产品出现以来首个终止交易的私募债。

虽然该私募债尚有一年才到期，但由于所有认购者均选择回售，发行

人只能提前到期兑付。2014 年 3 月末，“13 中森债”发行人徐州中

森通浩新型板材有限公司出现了利息违约，而担保方曾拒绝为该笔债

券承担代偿责任，市场担心该笔债券的违约或将成为私募债市场中的

首例违约案例。 

六、证券公司债券融资开闸，信用级别均处于较高水平 

    自 2013 年 3 月招商证券首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公司债以

来，截至 2013 年底，共有 22 家券商在交易所发行了 37 期公司债

或次级债产品，发行额度达到 1174.60 亿元。鉴于证券公司普遍信用

状况良好，所发行的债券产品级别（有评级）均在 AA 级以上，其中

次级债产品由于其偿付顺序相对劣后，次级债信用级别相对低于主体



级别。从发行利率上看，证券公司债发行利率较普通公司债要略低。 

七、资产证券化产品报备较多，但成功发行量有限 

    虽然 2013 年以来证监会大力推行资产证券化等创新产品，券商

在 IPO 暂缓的大背景下也报备了不少资产证券化产品，但是 2013 年

在交易所发行成功的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产品合计 29 期（涉及四家

原始权益人），分别为隧道股份 BOT 项目专项资产管理计划（3 期）、

华能澜沧江第二期水电上网收费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6 期）、东证

资管- 阿里巴巴专项资产管理计划（15 期）和汇元一期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等（5 期），优先级产品信用级别均为 AAA 级。截至 2013 年

末，在证监会接收的资产证券化业务已达到 35 期，正式受理的业务

达到 14 期。 

八、2014 年交易所债券市场展望 

 2014 年，证监会将加快完成修订《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

进一步扩大发行主体范围、简化公开发行审核流程，建立健全非公开

发行机制，着力推进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产品方面，证监会将积极

扩大中小企业私募债试点地域范围和主体范围，拟引入“新三板”挂

牌公司发行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修订《上市公司股东发行可交换公司

债券试行规定》，加快开展可交换债券试点；重点发展应收账款证券

化等企业资产证券化业务。证监会还将配合有关部门落实信贷资产证

券化产品在交易所上市交易安排，推进企业资产和信贷资产证券化业

务统筹发展。市场互通方面，2014 年证监会将继续会同有关部门积

极推进政策性金融债在交易所市场发行上市。依托公司信用类债券部



际协调机制，证监会继续推动商业银行跨市场投资、符合投资者适当

性要求的债券品种跨市场交易，推进登记结算机构间业务标准和技术

体系的协调兼容，继续提高转托管效率。 

 整体来看，未来债券市场统一市场化定价将是大势所趋，两大

交易场所的互联互通将进一步深化，创新产品的扩容将继续激发交易

所债券市场的活力。在债券市场不断成熟发展的大环境下，信用债券

的违约风险将不断显现，业内评级机构也面临着较大挑战。预计 2014 

年以公司债产品为代表的交易所债券市场仍会维持蓬勃向好态势，业

内评级机构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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