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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跟踪 市场与监管 

 

市场跟踪 

评级机构观点跟踪 

 

中国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或可抑制人民币升值势头 

 

摘 要 

 

 

5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21 年 6 月 15日起，上调金融

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 5%

提高到 7%。标普表示，这是中国 14 年来首次要求金融机构提高外汇准

本金，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将减少包括美元在内的在岸外汇供应，此

举旨在遏制近期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势头，这或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惠誉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至少要到 2022 年底才有可能恢复到“充

分”或“最大”就业状态，即在劳动参与率回到可持续的中期水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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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降至正常水平。这要求就业市场多增 700 万个新岗位，就业市场

的疲软会抑制工资上涨。持续的岗位不足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美国

未来一年左右的宏观政策选择，美联储至少要到 2023 年才可能提高政

策利率，目前的信号是在 2024年启动加息。 

穆迪表示，由于 2020 年前四个月疫情冲击导致基数较低，今年 4

月中国房地产销售增速放缓但依然强劲，随着 2020 年下半年房地产销

售快速复苏，预计未来 6-12 个月全国合约销售额年化增速将从 2018-

2020 年的 10%-15%放缓至 5%-8%。过去一段时间强劲的合约销售将支持

未来 6-12 个月房地产企业的收入增长，受监管调控措施影响房地产企

业债务增长将有所放缓，促进企业杠杆类指标改善，比如收入债务比。

由于土地成本上升以及很多一线城市实行新房限价措施，房地产企业的

加权平均利润率将有所下滑。5 月房地产企业境外债券发行量上涨，境

内债券发行量下降。 

过去一周（5月 26日至 6 月 1 日），三大国际评级公司主权评级下

调 1 次，无上调。具体来看，标普将巴林 B+评级的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

面。 

过去一周（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国内债券主体评级下调 9 次，

涉及主体 8 家。按万得二级行业分类，3 家属于资本货物，1 家属于材

料，1 家属于房地产，1家属于软件与服务，1 家属于运输，1 家属于多

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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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周（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国内债券主体评级上调 1 次，

涉及的公司为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按万得二级行业分类，

属于运输业。 

过去一周（5 月 26日至 6 月 1 日），国内债券违约 1 起，涉及的公

司为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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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经济观点】 

标普：中国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或可抑制人民币升值势头。（2021.6.1） 

5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 2021 年 6 月 15日起，上调金融

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2 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 5%

提高到 7%。标普表示，这是中国 14 年来首次要求金融机构提高外汇准

本金，此举旨在遏制近期人民币快速升值的势头，人民币升值会损害中

国出口竞争力。中国人民银行上次提高银行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是在

2007年 5 月，提高了 1 个百分点。 

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将减少包括美元在内的在岸外汇供应，从而

有助于压低人民币汇率，这或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惠誉：美国就业市场疲软将持续至 2022 年底。（2021.5.26） 

惠誉表示，美国至少还需要 18 个月才能恢复“充分”就业，这要

求就业市场多增 700 万个新岗位，就业市场的疲软会抑制工资上涨。 

2020年 4 月，美国就业市场受疫情冲击严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

休闲和旅行行业，此后就业恢复始终慢于产出复苏。2020年的冲击在就

业方面会留下许多中长期影响，很多行业的就业将在中期低于疫情前水

平，长期失业率的上升将减少劳动力供应，一些老年工作者将永久性的

离开就业市场。 

目前，刺激措施的出台和面对面服务行业的重启大幅提高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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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但由于社交距离限制减少，劳动参与率相对快速的复苏将抑制失

业率下降的速度。惠誉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至少要到 2022 年底才有可

能恢复到“充分”或“最大”就业状态，即在劳动参与率回到可持续的

中期水平下，失业率降至正常水平。 

惠誉表示，由于就业者占劳动年龄人口比例远低于 60%，未来 18个

月工资上涨压力有限，总量指标也未显示工资有上涨迹象，近期特定行

业出现的劳动力紧张更像是局部的短期现象。 

持续的岗位不足可能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美国未来一年左右的宏

观政策选择，尤其是在疫情出现反复的时候，因为就业市场面临的风险

大于整体 GDP 面临的风险，美联储至少要到 2023 年才可能提高政策利

率，目前的信号是在 2024 年启动加息。 

 

穆迪：中国房地产企业 2021-2022 年利润将下降。（2021.6.1） 

穆迪表示，由于 2020 年前四个月疫情冲击导致基数较低，今年 4

月中国房地产销售增速放缓但依然强劲，4 月全国合约销售额同比增速

从 3 月 95.5%降至 63%（3 个月移动平均值）。随着 2020 年下半年房地

产销售快速复苏，穆迪预计未来 6-12 个月全国合约销售额年化增速将

从 2018-2020 年的 10%-15%放缓至 5%-8%。  

过去一段时间强劲的合约销售将支持未来 6-12 个月房地产企业的

收入增长，受监管调控措施影响房地产企业债务增长将有所放缓，促进

企业杠杆类指标改善，比如收入债务比。由于土地成本上升以及很多一

线城市实行新房限价措施，房地产企业的加权平均利润率将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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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房地产企业境外债券发行量上涨，境内债券发行量下降。随着

投资者信心恢复，5月（截至 5 月 25日）穆迪评级的房地产企业境外债

券发行量从 4 月的 19.5 亿美元增至 51 亿美元，高于 2020 年 44 亿美

元的月均发行量。随着国内监管收紧，5 月（截至 5 月 25 日）穆迪评级

的房地产企业境内债券发行量从 4 月的 265 亿元降至 132 亿元，低于

2020年 197亿元的月均发行量。 

 

【主权信用评级】 

过去一周（5月 26日至 6 月 1 日），三大国际评级公司主权评级下

调 1 次，无上调。具体来看，标普将巴林 B+评级的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

面。 

 

⚫ 主权评级下调 

标普将巴林长期本、外币主体违约等级 B+的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

面。依据为:虽然在油价较 2020年上涨的带动下，预计今年经济将恢复

增长;但巴林财政状况的风险依然存在。（2021.5.28） 

 

【国内发行人信用评级】 

过去一周（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国内债券主体评级下调 9 次，

涉及主体 8 家。按万得二级行业分类，3 家属于资本货物，1 家属于材

料，1 家属于房地产，1家属于软件与服务，1 家属于运输，1 家属于多

元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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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内企业发行人信用评级下调 

企业名称 
最新主

体评级 

评级

展望 
评级调整日 

上次

评级 

上次 

展望 

上次评级 

日期 
评级机构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AA+ 负面 2021-05-28 AA+ 稳定 2020-07-10 联合资信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A 负面 2021-05-26 AA- 负面 2021-05-18 东方金诚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A 负面 2021-05-31 AA- 负面 2021-05-14 联合资信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A 负面 2021-05-26 AA- 稳定 2020-07-24 中证鹏元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AAA 负面 2021-06-01 AAA 稳定 2021-01-07 大公国际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A- 负面 2021-05-31 AA- 稳定 2020-08-27 上海新世纪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AA 稳定 2021-05-28 AAA 稳定 2020-05-29 联合资信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AA- 负面 2021-05-26 AA+ 负面 2020-07-29 中证鹏元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A 负面 2021-05-26 AA- 负面 2021-05-18 东方金诚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Wind 

 

过去一周（5 月 26 日至 6 月 1 日），国内债券主体评级上调 1 次，

涉及的公司为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按万得二级行业分类，

属于运输业。 

 

表 2 国内企业发行人信用评级上调 

企业名称 
最新主

体评级 

评级

展望 
评级调整日 

上次

评级 

上次 

展望 

上次评级 

日期 
评级机构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AA+ 稳定 2021-05-28 A+ 稳定 2007-11-30 联合资信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Wind 

 

【国内债券违约】 

过去一周（5 月 26日至 6 月 1 日），国内债券违约 1 起，涉及的公

司为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为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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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内债券违约 

发行人 违约

债券

名称 

发生

日期 

事件摘要 担保

人 

最新

债项

评级 

最新

主体

评级 

发行时 

主体 

评级 

债券 

余额 

（亿元） 

票面

利率 

（%） 

公司

属性 

阳光凯

迪新能

源集团

有限公

司 

H6

凯迪

债 

2021

-05-

26 

受债务危机,评级下调等负面影

响,公司经营停滞,筹资能力受

到负面冲击,直接影响了偿债能

力。 
  

C C AA 18 6.8 
民营

企业 

来源：第一财经研究院、Wind 

 

 

 

 

 

第一财经研究院《评级机构观点跟踪》汇集每周评级机构最新评级

动态及重点经济研究报告精华。报告跟踪重点为全球与中国经济和金融

分析、主权和行业信用展望及发行人信用评级变动。跟踪范围包括三大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惠誉）及国内评级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