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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惠誉博华政府相关企业评估方法论透视中
国公共融资平台信用风险    
 

 

                                                                                       
1 下文中城投企业泛指广义的公共融资平台。 

 

公共融资平台 2021 年及 2022 年一季度发行与融资回顾 

2021 年城投债发行共计 5.8 万亿元，但受同期到期额较大的影响，

净融资额仅有 2.4 万亿，较 2020 年同比上升 5.2%。2021 年，

“红橙黄绿”分档、“15 号文”等政策相继出台，城投企业1融资

以及隐性债务监管呈现趋严态势。2022 年一季度，政策端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财政预算报告等关于地方政府的相

关表态，不断强调“防风险”，城投债融资规模延续收紧，2022

年一季度城投债发行规模及净融资额分别为 1.4 万亿及 0.6 万亿元，

净融资同比下降 16.2%。 

图：2017-2021 年度城投债发行额及净融资额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 

图：2020 年以来城投债季度发行额及净融资额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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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以 186 家公共融资平台债券发行人为样本，分析样本

企业所在区域风险、业务结构等因素，归纳总结了由惠誉博华

政府相关企业（GRE）评估方法论评估的样本企业所获政府支

持力度，诠释了惠誉博华在评估样本企业所获政府支持过程中

的考量因素，并对该方法论详细的分析思路、研究方法及特点

予以阐述。 

惠誉博华认为，2022 年城投企业整体仍然坚持以稳为主，但

需关注不同区域内城投企业因政府支持的差异化而产生的内在

信用分析逻辑变化，以及区域分化后弱资质区域的再融资情

况，尤其是“土地财政”承压下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变化和化债

安排。城投企业转型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产业化

转型进程或将使得地方政府与城投企业的信用状况关联度减

弱。 

惠誉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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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信用分析框架下的城投企业信用风险观察（20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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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下半年以来土地市场疲软可能导致部分地方政府中短期内

可用财力下降，加之近两年个别国有企业、房地产企业信用风险

事件发生频率上升，不同省份的城投债市场净融资额呈现分化趋

势。江苏、浙江两省 2021 年净融资额在全国占比高达 45.0%，但

甘肃、贵州、天津等 9 个省份净融资额录得负值。其中，辽宁、天

津 2021 年城投债发行量不足到期规模的 50%，可见部分区域内城

投企业存在借新还旧难、偿债压力大等问题。 

图：各省份 2021 年城投债净融资额（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惠誉博华 

中短期看，整体上地方政府对城投企业救助意愿仍然较强，但地

方政府救助能力与对不同平台的救助意愿对具体平台有着重大影

响。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当地平台救助意愿强烈，但其救助能力

有限，尤其是一些对土地出让收入高度依赖、2021 年下半年以来

土地出让收入下滑较多的地市政府更是如此。另一方面，部分省

市下属平台众多，业务有一定重叠，未来随着一些城投企业平台

属性弱化，产业属性提升，势必会导致地方政府支持意愿的差异

化进一步加大。 

惠誉博华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分析框架与样本企业所处区域分

布情况 

惠誉博华政府相关企业（GRE）评估方法论综合了政府相关企业

所处区域的信用风险特征、行业特点、业务结构，以及在其面临

财务困境时获得外部支持的可能性分析。一般来讲，如果中央或

地方政府及其下设机构与企业2之间存在股权或控制关系，则该企

业将被纳入“政府相关”企业定义。 

公共融资平台是中国较为常见的一类政府相关企业。惠誉博华以

186 家公共融资平台债券发行人为样本，归纳总结了在惠誉博华

                                                                                       
2 此处为非金融性工商企业，不适用于银行等商业或投资类金融机构。 

GRE 评估方法论下样本企业所获的政府支持力度及相关考量因素，

并详细地对该方法论的分析思路、研究方法及特点进行阐述。 

惠誉博华所指公共融资平台为广义上的融资平台，本次样本企业

主要包括 36 家投资控股公司（含资产运营管理及金融控股公司）、

33 家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以及 117 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企业。 

本报告涉及的 186 个样本中隶属于 15 省及直辖市、11 省会及副

省级城市、67 个地级市、44 个区县级城市，共计 137 个区域，具

有广泛的代表性。样本所覆盖政府行政层级、地域、GDP、GDP

增速、财政自给率及债务率等指标分布宽泛、且差异明显，惠誉

博华尽可能保证样本所处区域特征的多元化，以更好地对样本企

业总体信用特征做出深度、全景的判断。 

图：样本企业所处区域 2021 年 GDP 分布情况（图例单位：亿

元）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惠誉博华 

图：样本企业所处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地方政府信用分析分析是惠誉博华 GRE 评估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之一。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分析方面，惠誉博华侧重于结合自给

率、债务负担、收入稳定性及可调节性等多角度进行分析。以地

方财政收入稳定性及可调节性为例，惠誉博华关注区域 GDP 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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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财政收入来源、可持续性及可调节性，人口及城镇化

程度等因素。 

债务方面，惠誉博华根据每个区域发展情况制定个性化的预测假

设，来考量在预测期限内预期发生的经济下行可能对区域的财政

收入和支出产生的影响，由此计算财政收支缺口可能引发的净债

务增加规模。惠誉博华对地方政府的债务可持续性采用多指标综

合评估的方法，以使分析结果在一定的指标变动范围内保持稳定。 

最后考虑相关区域可获得的重大支持及潜在非对称风险因素，并

验证与其相似区域独立信用状况的一致性，综合得出地方政府信

用风险评价。 

图：地方政府信用风险分析框架（示例）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从现有的样本企业所处区域数据来看，经济发达程度高的区域一

般而言自给率较高，债务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例较低，有着

较强的抗风险能力，所获得的区域信用品质评价通常也较高。 

图：部分样本所处区域 2021 年度财政自给率（横轴）与债务率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纵轴） 

 

资料来源：企业预警通，惠誉博华 

惠誉博华 GRE 评估方法论关键因素解释 

惠誉博华 GRE 评估方法论使用四项子因素评估，分项打分后汇总

得到总体支持得分。评估关联性强度的两大因素有：“政府持股

和控制”以及“以往和预期支持”，  评估结果分为“弱”、

“中”、“强”或“很强”，结果对应 0\2.5\5\10 分。评估政府

支持动机的两大因素分别为“违约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与

“违约造成的融资影响”，其评估结果对应分数为 0\5\10\20 分，

是用于评估“关联性强度”的两倍。将每项子因素的得分相加，

则得到整体支持评分，分数范围在 0-60 之间。如果一家公共融资

平台在四项因素上均被评定为“很强”，那么其总体得分可达 60

分。 

图：惠誉博华 GRE 评估方法论各因素及分数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关联性强度 

关联性强度通常关注“政府持股和控制”以及“以往和预期支持”

两个方向。公共融资平台类企业的政府持股比例一般很高，政府

对绝大部分企业有绝对控制权，但公共融资平台所处的区域定位

等因素通常会被认为是差异化产生的原因。上述因素也间接影响

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以往和预期支持情况。以往和预期支持中，

惠誉博华既考虑已经实现的部分，如资本注入、资产捐赠、稳定

且特定的政府补贴，也考虑在假设企业未来遇到流动性危机时预

期可能获得的支持。 

图：惠誉博华 GRE 评估方法论-关联性强度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支持动机 

支持动机分为相关企业“违约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与“违约

造成的融资影响”两部分。部分平台类企业即使发生违约，也可

能会继续运营，相关政府可能会寻找替代公司保证相关公共服务

可以被接手和继续提供，亦可能会积极避免平台企业违约，确保

其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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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违约造成的融资影响方面，惠誉博华主要考虑极端状态下对

所处区域融资的潜在威胁。对于政策性/公益性资产及负债占比较

大，资产和负债占所处区域辖内企业合计比例较大，公开市场债

券存续占比较高等情况，其违约可能会影响相关政府及/或其他政

府相关企业的境内、外融资渠道畅通性与融资成本，上述情况下

政府可能对其支持意愿较强。 

图：惠誉博华 GRE 评估方法论-支持动机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信用风险调整指引及样本分布 

样本企业所在地方政府信用风险、样本企业潜在独立信用状况，

以及政府支持三者互相依存，构成了企业潜在信用风险的等级考

量矩阵。 

下图展示了用于确定对公共融资平台进行最终评估时所使用的整

体分析方法以及级别调整幅度。最终评估结果，反映了公共融资

平台的信用质量，其结果既可能由自上而下的政府支持得出，也

可能从公共融资平台自身的独立信用状况出发，获得自下而上的

评估调整。根据上文所述 GRE 方法论获致的分数以及公共融资平

台与区域信用风险的差异程度，以较为复杂的矩阵模式综合评估。 

图：信用风险调整简化示例图（分数为 GRE 方法论总体打分）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惠誉博华认为，公共融资平台自身所处的区域定位以及业务类型

与所获得的支持评估紧密相关，所处行业高度商业化和分散化的

企业获得的相关因素评估结果往往较弱，而承接政府相关公益性

项目较多、具备垄断优势的企业，其相关因素的评估结果往往也

较强。正如本报告所解释的，企业规模对评估结果有一定的影响，

但并不意味着规模大的企业违约造成的社会政治影响或违约造成

的融资影响一定会被评定为“强”或“很强”。 

从样本企业总体所获得得支持得分分布上看，70%左右的样本得分

集中于 27.5-42.5 分，获得了根据区域风险状况自上而下的调整。

这与公共融资平台的自身属性有关，大部分公共融资平台样本企

业所承做的业务均承担了一定的公益性或投融资职能，对地方政

府的重要性较高。 

图：样本总体获得的支持得分分布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分行业来看，样本数量最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支持得分集

中于 30 分、40 分及 45 分，有近四成的该行业样本企业得分为 40

分。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行业样本企业的特征来看，得分较高的

样本主要来自于所处区域的重要/主要融资平台，从事基础设施建

设、土地开发整理业务，有部分兼营公用事业，对当地政府有着

重要的意义，并在以往经营中获得过大量的政府支持。 

三个子行业样本企业获得最高支持得分为 50 分，其中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 1 家，交通基础设施 4 家，投资控股公司 3 家，占比全部

样本的 4%，此类样本企业的突出特征为在行业及区域内具备极强

的垄断优势、公益性和战略意义，如交通基础设施平台中的某些

区域大型地铁集团，或投资控股公司中规模、地域优势极强的资

产运营管理公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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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样本企业分行业支持得分分布（横轴为分数，纵轴为个数）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在四项子因素获得分数结果方面，由于多数公共融资平台为所处

区域政府唯一持股或控股，KRF1（“政府持股和控制”）获得

“很强”的比例极高。样本企业得分中 KRF4（“违约造成的融资

影响”）的差异化程度较高，主要是由于因各样本公司所处区域

的行政级次、从事业务的类型以及资产、负债等规模的差异化导

致。 

图：样本各因素得分分布3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政府支持评估是动态的，关注城投企业转型以及区域内平台

的整合情况 

城投企业在城镇化进程中，承担着城市建设的重要职能。但随着

城市化率的提高，城投企业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城投企业的

定位也在发生变化。部分城投企业逐渐转型至产业投资和城市综

合运营，利用自身区位优势进行资源整合。部分城投企业加强投

资属性，入股上市公司，增加市场化业务。惠誉博华对城投企业

所获政府支持的评估，也将随着城投企业职能、业务的变化而发

生变化。如城投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因市场竞争性业务占比增大

                                                                                       
3 KRF1-4 分别为“政府持股和控制”、“以往及预期支持”、“违约造成

的社会、政治影响”与“违约造成的融资影响”。 

而导致负债快速增加，盈利能力仍不见改善，可能导致政府支持

评估的分析逻辑发生改变，从自上而下的优先关注区域信用风险，

变成自下而上的、优先关注城投企业自身的信用质量。 

图：政府支持动态评估示意图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2022 年城投企业整体仍然坚持以稳为主，但惠誉博华认为，要密

切关注区域分化后弱资质区域的再融资情况，尤其是“土地财政”

承压之后政府财政收入变化和化债情况。此外，近年来国家发改

委发布的一系列关于城投企业的监管文件（国发【2014】43 号文、

国发【2015】42 号文、国发【2021】5 号文）以及 2016 年《中

央政府工作报告》等共同推动城投企业转型发展，主要方向包括

推动融资平台公司与政府脱钩，剥离融资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资职

能，支持融资平台公司进行市场化改革等等。城投企业转型将是

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但产业化转型进程或将使得地方政府

与城投企业的信用状况关联度减弱。 

GRE 评估方法论下的公共融资平台样本企业信用状况分布 

公共融资平台样本的信用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支持，绝大

多数样本企业与政府信用状况息息相关。根据惠誉博华政府支持

的评估结果，在上述 186 家样本中，有 31 家与政府隐含信用状况

持平，有 152 家的最终信用状况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从所在区

域信用状况开始下调）评定得出，占比 81.7%；有 3 家采用自下而

上的方法（由其独立信用水平上调）评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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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誉博华 
工商企业 

城投 

图：样本企业总体支持情况分布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通过对样本企业所涉及的地方政府隐含信用状况、政府支持以及

个体独立信用状况的分析，惠誉博华对 186 家样本企业进行了综

合评价，得出样本企业信用状况的整体分布。研究表明，公共融

资平台的主体信用状况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极少数企业获得了

“极强”的评价，多数样本企业集中于“较强”和“一般”，这

主要是由地方政府潜在信用实力以及相关支持程度的差异化导

致。 

图：公共融资平台样本企业信用状况分布（单位：个数）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图：样本企业分行业信用状况分布 

 

资料来源：惠誉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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