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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度短期融资券市场及利差分析报告 

一、债券市场发展情况 

    本年度 1，我国债券市场上主要债券品种发行规模合计 80182.5 

亿元，较上年增长 5.4%。截至 2013 年末，主要债券品种存量规模达

28.4 万亿元（见表 1）。 

    本年度 1~5 月，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整体较为宽松，各主要基准

利率保持相对平稳。6 月中旬，国内宏观经济数据低于预期、美国

QE 退出预期升温引发全球流动性回流担忧，外汇占款一度出现负增

长，从而在宏观层面引发利率上升预期。微观层面，因季末效应、税

费清缴、商业银行补交准备金等时点性因素影响以及央行监管政策集

中出台并拒绝主动“ 出手” 释放流动性等诸多因素叠加，短期 7 天

银行间债券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R007）大幅飙升，一度达到

11.6%的高位，同时一年期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发行利率亦顺势上行

至 3.7% 的水平。6 月下旬以后，随着央行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市场

利率，以及时点性、情绪性因素的逐步消除，市场整体趋稳，R007 逐

步恢复正常。三季度，银行间市场保持相对平稳，一年期银行间固定

利率国债收益率小幅攀升，R007 在一年期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收益

率与一年期 Shibor 利率间小幅波动。2013 年 7 月，央行全面开放金

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 0.7 倍的下限，由金 

融机构根据商业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水平。为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

化改革，促进定价基准由央行确定（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向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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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平稳过渡，本年度 10 月，央行推出一年期贷款基础利率 2，

为金融机构信贷产品定价提供参考。从发布日起至 12 月底， 

 
注：因本年度剔除政策性银行债券后的金融债券样本量较少，故不再单独计算其发行利

率。 

资料来源： Wind 资讯、中国人民银行、联合资信整理 

 

图 1 2013 年债券市场发行利率情况 

 

一年期贷款基础利率仅从 5.71% 小幅升至 5.73%，运行平稳。12 月

中旬，受年末效应、财政放款投放速度减缓以及央行逆回购操作落空

引发市场预期变差，货币市场资金面持续偏紧格局再次显现。R007 再

次大幅攀升，但幅度已明显弱于 6 月中旬的第一次；在前 11个月基

本稳定在 4.4% 左右的一年期 Shibor 利率亦呈小幅上行态势，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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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发行利率反映不敏感。整体看，本年度短端

R007 在半年及年度末波动剧烈，各基准利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上升。 

 

二、短券发行市场情况 

（一）短券发行规模、家数及期数均有所增加 

   本年度，银行间债券市场共有 709 家企业共发行短券 1076 期（含

超短券）3，发行家数和发行期数较上年增长 9.8% 和 15.3%，其中纯

信用短券 1058 期，有担保短券 18 期；合计发行规模为 15859.8 亿

元，同比增长 13.4%（见表 2）。本年度短券发行家数、发行期数和发

行规模均有所增长，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企业短期融资需求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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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二是由于 2012 年度短券（含超短券）发行的宽松政策调整的

延续效应，本年度上半年短券（含超短券）发行成本降低导致发行规

模增加，虽然下半年短券发行利率的上升抑制了企业发债，但上半年

的发行数量增幅奠定了全年的增势基础。 

    截至本年度末，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存续短券（含超短券）共 986 

期，存续短券总额达 13158.2 亿元，较上年末存量规模有所增加。 

 

（二）短券结构分析 

    从短券的发行品种来看，本年度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短券共 860 

期，超短券共 216 期，发行规模分别为 8324.8 亿元和 7535.0 亿元，

平均单笔发行额分别为 9.7 亿元和 34.9 亿元（见表 3）。 

（三）短券利率分析 

从短券利率的种类来看，本年度所发短券（含超短券）均采用固

定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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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短券的发行利率来看 4，本年度 1~5 月货币市场流动性良好，

资金面较宽松，短券利率趋于下行。但自 6 月份“ 钱荒” 开始，

受企业季末资金回笼、美国退出 QE3 预期增强等多重因素影响，市

场资金面不断吃紧，短券发行利率全线攀升。下半年，短券利率持续

震荡上行。整体来看，本年度短券发行市场利率呈现缓慢下行和全线

攀升两大阶段。 

（四）短券发行规模分析 

   从发行规模来看，本年度短券发行规模仍主要集中在 1~20 亿元

区间内，其中发行额为 1~5 亿元的短券发行期数最多，短券的发行

期数与发行规模呈现反向关系。 

 
注：剔除有担保的短券18 期、发行期限在1 年以下的短券21期和主体级别为A 级的短

券1 期。 

资料来源：Wind 资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清算所、联合资信整理 

  

图2 2013 年不同主体信用等级所发短券的发行利率 

走势情况图 

 

本年度，超短券发行规模实现较大增幅。超短券具有发行频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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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规模较大的特点，本年度超短券发行规模主要集中在 10~20 亿

元和 30~50 亿元的区间内（见表 4）。 

 

（五）短券发行主体信用等级分析 5 

发行主体信用等级分布方面，按发行期数统计，本年度，短券的

发行主体级别分布与上年有所不同，AA+ 和 AA 级主体发行短券期数

较上年分别增加 31.3% 和 22.5%，而 AAA 和 AA- 级别主体发行短券

期数变动幅度较小。本年度发行期数最多的发行主体的信用等级由上

年的 AA- 级别上升至 AA 级别，发行主体主要集中在 AA+~AA- 级别，

发行期数占所有级别主体发行期数总和的 75.0%，级别分布较上年有

所集中，但 AAA 级别主体所发短券期数在所有级别主体发行期数总

和中的占比与上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 

按发行规模统计，本年度，AA+ 和 AA 级别发行主体所发短券规

模较上年分别增加 44.4% 和 34.6%，在发行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上升至

23.9% 和 19.7%，而 AAA 和 AA- 级别发行主体所发短券规模分别减 

少 18.6% 和 15.0%，在发行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下降至 45.5% 和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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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短券的发行主体信用等级主要集中在 AAA~AA 级，三者发行规

模在发行总额中的占比达 89.1%，较上年的 86.7% 有略微上升。但由

于 AA 和 AA+ 级主体发行规模大幅增加，使得 AAA 级与 AA 级和 AA+ 

级主体所发短券规模差距较上年明显缩小。

 

（六）短券发行主体所有制性质分析 

    从短券（含超短券，以下同）发行主体的所有制性质来看，本年

度国有企业依然是短券发行的主要企业类型。此外，本年度新增集体

企业和其他类企业发行短券（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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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短券发行主体行业分布分析 

   短券（含超短券，以下同）发行主体行业分布方面，本年度，电

力、交通运输、煤炭及煤化工、有色金属和建筑工程行业短券发行规

模位居前五位；电力、交通运输、有色金属、零售及贸易和建筑工程

行业短券发行期数名列前五位。此外，本年度新增材料和食品行业发

行短券。 

（八）短券发行主体地区分布分析 

    从短券发行主体的所在地区来看，北京作为大型企业的集中注册

地，聚集优势较为显著。本年度北京地区企业所发短券的规模共计

2227.8 亿元、发行期数共计 107 期，发行规模及发行期数仍均位列

全国首位；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和广东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

总量规模较大、经济活跃度较高，本年度所发短券的发行规模及发行

期数排名均位列于第 2~6 位间，排名与上年相比变动不大，作为重

点短券发行区域的地位相对牢固。从短券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绝对数

量情况看，除北京受超短券替代作用导致短券发行规模及期数同比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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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幅回落外，其他江苏、山东、浙江和上海 4 个省份发行绝对数量

较上年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广东发行规模同比基本保持稳定。 

（九） 短券发行主体新增企业分析 

    本年度共有 94 家企业首次发行短券共计 294 期，发行规模

470.4 亿元，首次发行短券的企业家数占本年度发行短券企业总数的

14.2%；本年度共有 24 家企业首次发行超短券共计 42 期，发行规模

974.0 亿元，首次发行超短券的企业家数占本年度发行短超短券企业

总数的 36.4%，交易商协会超短券扩容作用较为显著。 

（十）短券承销情况分析 

     本年度共有 28 家主承销商参与承销短券（含超短券）发行，

按承销期数统计 6，中国建设银行以承销 101.5 期位居首位，招商银

行屈居次席，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和兴业银行则分别位列第 3~5 位，

但前五位承销商承销期数差距不明显。作为第一梯队，前五位承销商

承销短券期数总和占总承销期数的 44.7%，同比保持基本稳定。 

按承销额度统计，2013 年度，四大国有银行占据前四的排位，

其中建设银行以 1941.3 亿元的承销额位居市场首位，与分别位列第

2~4 位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差距约 500 亿元，建设银

行承销额优势明显。前五位承销商的承销额度占总承销额度的 47.5%，

较上年度下滑约 7.0 个百分点，承销规模优势有所削弱。 

三、利差分析 

在本年度发行的 860 期短券基础上，剔除 21 期发行期限在 1 年

内的短券、18 期有担保的短券、40 期上市后较长时间内无交易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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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剩余短券共计 781 期。后文分析中，如无特殊说明，均采用上

述 781 期样本。 

目前，短券的信用评级包括主体信用等级和债项信用等级的评定。

由于几乎所有短券的债项信用等级均为“A-1” 级，债项信用等级难

以用于分析不同信用等级与债券发行及交易定价之间的关系，因此在

本文中，我们采用发行主体的信用等级进行利差分析。 

由于利差分析中我们选取国债利率 7 作为基准利率，因此在进行

利差分析之前我们先检验短券利率与国债利率的相关程度。经检验，

本年度各级别主体所发短券的发行利率与国债利率、首日交易利率与

国债利率的相关性较高，全部通过了置信度为 95%的显著性检验。 

2013 年上半年短券的利差 I8 和利差 II9 较上年同期有所收窄，

下半年短券的利差 I 和利差 II 较上年同期有所扩大，由于上半年短

券的发行量多于下半年短券的发行量，整体看本年度短券的利差 I 和

利差 II 较上年普遍有所收窄（见表 6）。本年度短券的利差 I 和利差

II 的波动较上年有所增大，可能是由于本年度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松

紧波动较大造成短券的利率波动较大，而国债利率的波动相对较小，

进而导致短券的利差波动较大，以及由于本年度信用评级机构调整发

债主体级别的情况较多，可能导致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认可度降低等

因素造成的。 

本年度短券发行主体的信用等级对短券利差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以下方面：一是发行人主体的信用等级与短券利差之间的反向关系仍

然显著，即主体信用等级越低，平均发行利率、利差 I 和利差 I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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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越高。二是主体信用等级越低，各等级主体所发短券的利差 I 和

利差 II 的级差越大，表明随主体信用等级的降低，投资者对各级别

主体所发短券要求的风险溢价有更高的要求。三是主体信用等级越低，

各级别主体所发短券的利差 I 和利差 II 的波动普遍越大，可能是因

为主体信用等级越低，投资者对该信用等级主体的认可度越不统一

（见表 7）。 

为进一步研究发行主体的信用等级对利差 I、II的影响程度，本

文通过方差分析法进行检验，以确定信用等级对利差影响的显著性以

及各信用等级之间的差异化。从结果看，各级别主体所发短券的利差

I 和利差 II 差异均显著，说明本年度短券的发行主体信用等级对一

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定价表现出良好的区分度，主体的信用等级对短券

的定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体而言，本年度各级别主体所发短券的利差 I 和利差 II 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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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普遍有所收窄，利差 I 和利差 II 的波动较上年有所增大。短券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对利差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反向关系仍然显著，

各级别主体所发短券的利差 I 和利差 II 与主体的信用等级整体相

关性较高。 

四、一、二级市场利率的相关性 

由于短券发行利率与首日交易利率相关性较高，通过对本年度所

发短券的一、二级市场利率之差进行分析，可以观察各信用等级主体

所发短券的一、二级市场衔接程度。 

2013 年，大部分短券的一、二级市场交易利差为正，出现利率

倒挂 10 现象的共有 182 期短券，较上年增加了 97 期；出现利率倒

挂的期数与发行总期数的比为 23.30%，较上年上升了 18.70 个百分

点；利率倒挂短券的平均倒挂利差为-15.74BP，较上年增长了 62.60%。

这主要是受到了 2013 年下半年，银行间市场资金面不断趋紧，流动

性较差，二级市场交易活跃度降低的影响，且利率倒挂现象集中于本

年度的第三、四季度，分别为 74 期和 62 期，合计占总利率倒挂短

券期数的 74.73%。另外，由于高主体信用等级的短券具有较强的议

价能力，其发行利率较其他主体级别短券偏低，因此倒挂现象更为明

显，表现为 AAA 级主体所发短券出现利率倒挂的期数最多，共有 60 

期，且短券利率倒挂现象随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的下降而减少。整体

来看，本年度所发短券一、二级市场衔接程度较上年相对不佳，一、

二级市场利率的差额波动较大。 

本年度 AAA 和 AA 级别主体所发短券的一、二级市场交易利差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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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级别幅度偏宽且波动较大，表明该两类级别主体所发短券的一、

二级市场衔接程度要弱于其它级别主体所发短券，套利空间相对较大。 

五、市场对评级机构信用等级认可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同样的信用等级（主体），所对应的利差

均值越小、波动范围越窄（标准差越小），表明市场对该信用等级的

认可度越高，反之亦然。从这一理论出发，根据本年度所发短券的样

本数据，对联合资信、大公、中诚信、新世纪这四家评级机构出具的

各信用等级的利差 I 和利差 II 的计算结果见表 8。从利差检验结果

来看，在 AA+ 级别方面，大公所评短券的利差 I 和利差 II 的均值

与标准差均略低于其它评级机构；在 AA- 级别方面，中诚信所评短

券的利差 I 和利差 II 的均值与标准差均略低于其它评级机构，表明

二级市场对上述两家评级机构出具的 AA+和 AA- 信用等级的认可度

较高。其它信用级别方面，各家评级机构所评短券的利差 I 与利差

II 表现不一致，投资者对各评级机构出具的评级结果的认可度未表

现出明显的一致性。但上述检验可能存在由于样本数量不多而出现偏

差的问题。 



 14 / 15 
 

 

 

 

作者：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祁志伟 阮 峥 刘 艳 伦 杭 宿夏荻 李 丹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15 / 15 
 

备注： 

1 
本年度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 
贷款基础利率是商业银行对其最优质客户执行的贷款利率，其他贷

款利率可在此基础上加减点生成。贷款基础利率是金融机构对其资金 

成本、信用风险成本、管理费用、最低资本回报等因素进行综合衡量

后，确定的贷款利率水平，可以真实地反映信贷市场的资金价格。 

3 
由于证券公司发行的短券和一般企业发行的短券审批部门及流程有

所不同，因此本文未加注明时不包括证券公司所发短券。 

4 
此部分分析样本不包括超短券。 

5
 此部分分析样本不包括超短券。 

6 
对于采用联合主承销商形式发行的短券，各承销商的承销期数与承

销额度按 50% 计算。 

7 
国债利率即一年期银行间固定利率国债到期收益率。 

8
利差 I 即发行利差，指短券的发行利率与其起息日的国债利率的差

额，反映在特定利率市场环境下短券的风险溢价水平。 

9 
利差 II 即交易利差，指短券第一个交易日的平均收益率和当日的

国债利率的差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特定利率市场环境下短券的

风险溢价水平。 

10 
利率倒挂是指债券的发行利率减去其首个交易日的平均交易利率

的值为负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