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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债今年海外发行额剧增近一倍 达116亿美元

部分城投债海外募资利率甚至高于内地

证券时报记者 马传茂

尚未实现自我造血的国内城投公

司掀起了一波海外发债高潮。

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从

年初至今， 地方城投公司合计在海外

发行

40

笔、总金额达

116.4

亿美元的

美元债，较

2015

年接近翻番。 其中仅

11

月份就有近

30

亿美元的城投公司

美元债完成发行， 亦有多笔海外城投

债正在发行中。

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在美元走强

的情况下， 国内企业最理想的融资安

排应当是负债人民币化、资产美元化，

即使是次优选择也应为负债、 资产均

人民币化，因此仅从财务角度上说，城

投公司此时加大美元债发行力度颇为

不合理。

除了政策鼓励、 海外发债限制较

少、速度较快等因素外，穆迪大中华区

信用研究分析主管钟汶权认为， 城投

公司对国内融资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

担忧，或者本身具有的融资压力，促使

其海外发债增多。

城投债在海外发行量加大的另一

面， 是评级机构对发债主体的评级虽

然整体下移，但依旧不低。

城投公司美元债

发行剧增

一边是美元不断走强， 另一边是

企业不断在海外发行美元债券募资。

这种在财务上看似无解的逻辑， 却是

最近市场的真实写照。

从今年

11

月份开始， 前往香港、

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发行离岸美元债

券的政府融资平台显著增多， 部分募

资利率甚至高于内地。

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从

2016

年初至今，地方城投公司合计在

海外发行

40

笔、总金额达

116.4

亿美

元的美元债，较去年接近翻番。 统计

数据显示，

2014

年、

2015

年， 城投公

司发行美元债笔数分别为

6

笔、

19

笔，发行金额分别约

24

亿美元、

69

亿

美元。

仅

11

月初至今， 就有

14

笔、合

计金额

34.9

亿美元的城投公司美

元债完成发行。 此外，亦有常德城

投、丹阳投资、天津物产等多笔城

投公司美元债正在发行中；江苏徐

州也有两家国资公司合计

6

亿美

元的海外债券发行计划获市发改

委批准，此外还有大量城投公司正

在排队。

天风证券固收首席分析师孙彬

彬认为， 发改委放开内地企业直接

发债的监管、企业海外发债要求相对

宽松且行政限制少、发债速度快等背

景下， 城投公司出于拓宽融资渠道、

灵活融资、提升国际形象及海外业务

需求等原因，在近年加大了海外发债

力度。

不过， 在美元加息预期非常浓郁

的情况下， 内地企业增加美元负债似

乎并不合理。 钟汶权在最近召开的穆

迪信用风险年会上表示， 内地融资环

境的不确定性， 促使城投公司借窗口

期积极开拓较为市场化的海外市场融

资渠道。

钟汶权称， 在城投债的海外路演

中也有投资者会问， 为什么人民币在

贬值，城投公司还出来融资？除了上述

原因外， 不排除城投公司本身就具有

融资压力， 因此可能不计成本发行美

元债。

亦有分析人士表示， 内地太多公

司排队发债， 也促使城投公司美元债

发行增多， 监管收紧对企业海外直接

投资的资本管制， 也将促使有海外业

务布局的城投公司选择发行离岸债。

“自上而下” 评级

更为客观

城投公司发行的美元债也引来海

外投资者的关注。从发行情况看，多数

海外城投债均获得数倍认购。

穆迪公共、 项目和基建融资部副

董事总经理曾慧思曾表示，株洲长发、

广西交投两家城投发行美元债的认购

倍数约

5～6

倍，海外投资者对城投公

司的债券还是有兴趣的， 尤其是有投

资级别的债券。

数据显示，武汉地铁集团

11

月发

行的

3

亿美元

3

年期美元债， 票面利

率为

2.375%

，最终认购额约为发行额

的

13

倍。

不过钟汶权也表示， 所谓的海外

投资者目前大部分是中资企业的海外

子公司，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内地、海

外的债券收益率水平分别是

4%

、

3%

，

但加上美元升值的影响， 美元资产的

回报率略高。

此外， 需要关注的是对海外城

投债的评级问题， 部分评级机构基

于城投公司背后的地方政府实力来

做“减法”，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相应

扣减。 有评级机构人士对证券时报

记者表示， 这一评级方法会使得部

分质量并不高的海外城投债依旧获

得较高评级。

钟汶权说， 对于海外发债的平

台公司， 不应给予过多投资级别评

级， 逻辑在于： 随着政策环境的变

化， 以及地方债务置换可能在未来

几年结束， 彼时无法判定地方政府

是否有能力维持此前海外城投债投

资级别的稳定性。

上述评级机构人士表示， 对于城

投债的评级，不应简单自上而下，而应

基于对发债主体、 债券本身的基本面

衡量，自上而下来“做加法”，如此操

作，评级才能更加客观。

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将复牌

招商局仁和保险获准筹建

证券时报记者 陈冬生

保监会官网昨日公布的批复显

示， 招商局仁和人寿保险的筹建申请

已获批准。批复显示，仁和保险注册资

本为

50

亿元， 招商局集团为主发起

人。这意味着，招商局

140

多年前创办

的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仁和保险

即将复牌。

按照上述批复， 仁和保险其他共

同发起股东包括：中国移动通信集团、

中国民航信息网络公司、 深圳市投资

控股公司、深圳市前海金融控股公司，

以及深圳市卓越创业投资公司、 深圳

光汇石油集团和亿赞普（北京）科技公

司。 该保险公司的注册地为深圳。

据了解， 此次复牌的仁和保险源

于招商局

140

多年前创办的中国第一

家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保险公司。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李建红表示，

招商局创办保险公司有着悠久的历史

和丰富的经验， 对中国民族保险业做

出了三次重大贡献：

1875

年， 招商局

开始筹办保险招商局， 并在此基础上

创办仁和保险公司， 首开中国民族保

险业，这是第一次贡献；

1988

年，中国

第一家企业股份制保险公司———平安

保险的创办，是第二次贡献；现在，仁

和保险的复牌， 光复了中国民族保险

品牌， 并将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历史提

前了近

60

年，对于中国保险业有着独

特意义，这是第三次贡献。

就招商局自身而言， 复牌仁和保

险对于完善金融领域布局， 更有着重

要现实意义。 招商局旗下金融板块已

拥有招商银行、 招商证券、 博时基金

等，尚缺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复牌后，

招商局将得以实现打造全功能、 全牌

照综合金融服务平台的战略构想。

仁和保险相关筹建负责人表示，

将践行“保险姓保”的理念，坚持质量、

规模、效益动态均衡发展，充分整合股

东资源，寻找市场“蓝海”，创新商业模

式， 满足不同客户多方面多层次的保

险需求，培育市场化、专业化、差异化

的竞争优势。

招商局集团对仁和保险寄予厚

望。保监会上述批复显示，仁和保险拟

任董事长为李建红。加上仁和保险，李

建红目前只兼任集团两家旗下公司的

董事长，另一家为招商银行。 据了解，

仁和保险的高管团队经由全球市场化

招聘产生， 原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副总

裁彭伟将出任总经理。

银河证券A股IPO过会

拟发行不超过16.94亿股

昨日， 证监会官网公布了主板发

审委最新会议审核结果。公告显示，银

河证券首发（

IPO

）申请获通过。

公开信息显示， 银河证券在总资

产、净资产等多项指标行业排名前十，

于

2013

年在

H

股上市。 该公司此前

在证监会官网发布的

A

股招股书（申

报稿） 显示， 该公司拟发行不超过

16.94

亿股，且不超过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的

15.08%

。 （赵春燕）

券商中国

（

ID

：

quanshangcn

）

前海再保险公司获准开业

注册资本30亿元

证券时报记者 潘玉蓉

实习记者 王璐璐

再保险公司队伍再添新丁。日前，

前海再保险获得保监会批准开业，这

是中国第

3

家再保险法人机构， 也是

第一家由社会资本发起设立的再保险

公司。

据悉，前海再保险注册资本

30

亿

元，注册地在深圳前海，经营范围包括

财产及意外险再保险、 人寿及健康险

再保险等业务。 该公司董事长为冯宏

娟，总经理为陈武军。

据了解，前海再保险是由深圳市

前海金融控股公司、 中国邮政集团、

深圳市远致投资公司

3

家国有股东

和爱仕达电器、七匹狼、腾邦国际以

及启天控股等

7

家股东共同发起成

立的综合性再保险公司。 其中，

3

家

国有股东分别出资

6

亿，股权占比均

为

20%

。

前海再保险由此成为了除中国再

保险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太平再

保险有限公司之外的中国第三家再保

险法人机构。

业内人士表示，不同于太平再保

险 、 人保再保险背靠保险集团成

立 ， 前海再保险股东既有中央国

企、地方国企、自贸区国企，也有上

市公司和民企， 这也成为全国首家

由社会资本主导发起设立的中资再

保险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了解到， 今年

3

月

25

日，前海再保险获得中国保监会批

准筹建。目前，与前海再保险同时期获

得筹建批复的人保再保险尚未获得开

业批复。据统计，

2016

年度已先后有

3

家再保险机构获得中国保监会批准筹

建并上报开业。

保监会数据显示，

2016

年前

10

月，再保险公司总资产

2701.15

亿元，

较年初减少

47.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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