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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银行类
非银行类混合证券的国际评级思想探究
思想探究

混合证券是指兼具债务和权益两者特征的
是指兼具债务和权益两者特征的证券，它们既保留了债务证券所具备的
保留了债务证券所具备的
税收利益，同时又尽可能地延后了偿付期限
同时又尽可能地延后了偿付期限。其品种分类较广，包括次级债
包括次级债、永
续债、优先股、可转债等
可转债等，以及信托针对房地产项目发行的明股实债
以及信托针对房地产项目发行的明股实债、保险公司
另类投资公司的各种另类投资产品
另类投资公司的各种另类投资产品、夹层资本、各种结构性交易产品
各种结构性交易产品。
混合证券主要在期限和支付选择性上显示出了相较普通债券的不同
支付选择性上显示出了相较普通债券的不同
支付选择性上显示出了相较普通债券的不同点，也成为对
此类债券评级的主要关注点
此类债券评级的主要关注点。其特征可归纳为以下三种：首先，混合证券到期时
混合证券到期时
间一般较长（一般超过 20 年，还有一些是永续债券）；当企业面临财务困难时
当企业面临财务困难时
可以采用某些形式来延期支付
可以采用某些形式来延期支付；部分可转换（较保守的混合性融资工具会要求将
较保守的混合性融资工具会要求将
债务强制转换为股权）。
）。
对于此类证券的发行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一方面该类证券的偿付保障不及高等级
对于此类证券的发行应一分为二地看待，
无担保债券，通常具有次级特征
通常具有次级特征；而另一方面，次级属性较强的混合证券能够为
次级属性较强的混合证券能够为
发行主体提供财务保护，
，改善资本结构，有利于对发行人主体财务稳定性的判断
有利于对发行人主体财务稳定性的判断。

评级方法概览：股性 vs 债性
基于以上特征，国际评级机构普遍将混合证券的评级延伸成为对于该证券股性特
国际评级机构普遍将混合证券的评级延伸成为对于该证券股性特
征和债性特征比重的判断 穆迪先后多次修订混合证券的评级方法
征和债性特征比重的判断。
穆迪先后多次修订混合证券的评级方法，以“图谱集”
形式对证券的股性、债性特征进行序列划分
债性特征进行序列划分：
1. 按照工具的基本特征（如：到期日、赎回选择权、递延属性
按照工具的基本特征
递延属性、破产时的
优先索偿权）进行分解;;
2. 将这些特征与纯权益特征 (永续期限、无因未支付而构成违约事件的持
无因未支付而构成违约事件的持
续支付条款、为其他债权人吸收损失能力等
为其他债权人吸收损失能力等)

进行逐一比较；

3. 根据评定结果，结合与收益分配及证券总体弹性相关方面分析
结合与收益分配及证券总体弹性相关方面分析
结合与收益分配及证券总体弹性相关方面分析，将混合
型证券放入篮子 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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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对比得出相应证券的权益属性评级，评级的可能结果有
根据对比得出相应证券的权益属性评级 评级的可能结果有：无、弱、
中等、较强；（标普分为强
标普分为强、中、弱三等）。
标普与惠誉的评级方法与上述大致类似
标普与惠誉的评级方法与上述大致类似，将证券的股性进行
0~100%
0~100%的判断，分
为强、中、弱三等。在该类证券对发行人资本结构的影响分析上
在该类证券对发行人资本结构的影响分析上，
，标普对于股性
低于 50%的证券采用债券的处理方式进行
的证券采用债券的处理方式进行财务指标的分析，50%以上的证券采用
以上的证券采用
股权的处理方式，但是具体的比例标准取决于分析师的整体判断
但是具体的比例标准取决于分析师的整体判断。
。但是，三大机
构均认为，因期限导致证券存在股性特征并不一定意味着证券评级低于主体评级
因期限导致证券存在股性特征并不一定意味着证券评级低于主体评级，
须综合考虑其他条款。
图表
表 1:穆迪对于证券股性与债性的划分

资料来源：穆迪评级方法
评级方法
尽管如此，在具体债券的
具体债券的实务中，信用级别的区分度远低于对于证券权益
信用级别的区分度远低于对于证券权益/债务
权重的区分度。
评级
评级思想核心：
“吸收损失特性”
从宏观上来看，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穆迪、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对混合证券的评级
国际评级机构对混合证券的评级原理事实
上以证券“吸收损失特性
吸收损失特性”作为判定其债、权属性的核心：
1） 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可
可提供财务保护功能的混合证券（如不可累积优先股
如不可累积优先股）应
有更高的股性特征；
；
2） 仅在发生不可持续经营事项
不可持续经营事项中提供吸收亏损功能的混合证券获得更高的
中提供吸收亏损功能的混合证券获得更高的债
性特征，即在发行人面临偿债危机或濒临破产的情况下
即在发行人面临偿债危机或濒临破产的情况下，混合型证券的票息
混合型证券的票息
递延支付或不被赎回的条款能够为发行人提供便利 在不触发高等级债券违
递延支付或不被赎回的条款能够为发行人提供便利，在不触发
约的情况下度过危机
约的情况下度过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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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延伸
思想延伸：发行人信用品质的影响
从证券“吸收损失特性”
”、提供财务保护能力的评级原理延伸出去
延伸出去，对于具有较
强股性的证券，证券评级会在主体评级基础上降低一定档次
证券评级会在主体评级基础上降低一定档次，但其降低幅度通常
但其降低幅度通常
与发行人信用资质挂钩，
，这事实上侧面反映了国际评级机构评级方法的前瞻性原
评级方法的前瞻性原
则。
图表 2，穆迪
穆迪对不同类型发行人及其发行证券的特征总结
总结
发行人类型/证券类型

特征

投资级发行人/不可转证券

发行人存续时间长 ；发行人融资期限长 ；证券
证券通常票息支付更可
持续 。

投资级发行人/可转证券

发行人存续时间长 ；发行人融资期限长 ；证券
证券通常存续期较短。

投机级发行人

发行人存续时间短；发行人融资期限短。

资料来源：穆迪评级方法
评级方法
穆迪认为对投资级发行人而言
对投资级发行人而言，企业为维护名誉，避免市场负面反应
避免市场负面反应，持续
按期支付票息可能性较高
按期支付票息可能性较高。因此，评级过程中对于具有类似次级条款的证券
对于具有类似次级条款的证券，倾
向于对投资级发行人的证券较主体评级的级别降幅比投机级发行人更少
发行人的证券较主体评级的级别降幅比投机级发行人更少
发行人的证券较主体评级的级别降幅比投机级发行人更少。例如，
穆迪认为，对投资级发行人发行的
对投资级发行人发行的可累计优先股，仅给予其部分股性特征
仅给予其部分股性特征，而投
机级发行人所发行的同类证券则给予 100%股性。相对于投资级发行人
相对于投资级发行人，投机级
发行人所发行的混合型债券直觉上更易发生违约情形 期限更短且资本情况更为
发行人所发行的混合型债券直觉上更易发生违约情形、
复杂，其混合型债券通常所涉及条款更多
其混合型债券通常所涉及条款更多，常具有并不构成违约情形的票息暂停
常具有并不构成违约情形的票息暂停
/停止条款，因此对这类混合型债券更具有不确定性
因此对这类混合型债券更具有不确定性，特别是当发行人能够
特别是当发行人能够通过
停止支付票息来避免违约情形
停止支付票息来避免违约情形的时候。
惠誉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发行人资质对混合证券的影响 其出发点主要侧重发行
惠誉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发行人资质对混合证券的影响，
人信用品质所带来的回收率差异（一般根据条款在主体评级基础上下调
根据条款在主体评级基础上下调 1~3 档）。
对于优质发行人，其证券回收率一般较高
其证券回收率一般较高，证券评级最多仅降低 1 挡，而资质较
弱的发行人（如惠誉级别
如惠誉级别 B+以下），惠誉则会重新计算回收率以确定级别
惠誉则会重新计算回收率以确定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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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评级要素分析
国际评级机构在混合证券的条款判定标准上有一定差异
国际评级机构在混合证券的条款判定标准上有一定差异，但从“吸收损失
吸收损失特性”
原理上考虑，事实上可以从对于权益与债券
事实上可以从对于权益与债券差异特性出发总结其共同之处
其共同之处。
期限要素：权益与债券的一个重要差异为是否具有期限，
权益与债券的一个重要
混合证券介于两者之间
混合证券介于两者之间，
通常有一个期限，但相对较长
但相对较长。直观上看，期限越长，其股性特征更为明显
其股性特征更为明显，同
时赎回日期、票息跃升机制和重置条款等对期限有影响的条款同样
票息跃升机制和重置条款等对期限有影响的条款同样须在对其股性
判断中考虑。
期限与股性特征的关联性上
期限与股性特征的关联性上，标普认为剩余期限在
20 年以上的混合证券
年以上的混合证券，至少
可以达到“中等”股性。
。若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BB 及以下，则该期限标准
则该期限标准可
降低至 15 年以下。穆迪
穆迪在期限上放得相对更宽，除了可转债和有本金减计条款
除了可转债和有本金减计条款
的债券，期限小于 30 年的一般赋予全部债性，60
年
年一般等同于永续
年一般等同于永续；而对于存
续时间很长的债券，其权益特征将在到期前最后十年逐渐消失
其权益特征将在到期前最后十年逐渐消失。惠誉则认为
惠誉则认为，剩
余期限超过 5 年即有股性
股性权重，完全不设置到期日的即为 100%权益
权益。
赎回选择权的影响上，标普认为赎回日也应在考虑范围之中
标普认为赎回日也应在考虑范围之中，因赎回日可使得混
因赎回日可使得混
合证券的存续期限变短，
，而穆迪通常不考虑赎回选择权，除非发行人有明确且公
发行人有明确且公
开的赎回意图。而票息跃升等条款通常属于二者考虑范围
而票息跃升等条款通常属于二者考虑范围，特别是对于有较大幅
特别是对于有较大幅
度票息跃升的条款（如，
，投资级发行人高于 100bp 的票息跃升，和投机级发行人
和投机级发行人
高于 200bp 的票息跃升）
），通常会认为会使发行人倾向于选择在票息跃升前赎回
，通常会认为会使发行人倾向于选择在票息跃升前赎回
证券，从而降低了证券的存续期限
从而降低了证券的存续期限，是债性特征的体现。
票息要素：权益与债券的另一个重要差异为是否强制付息，混合证券介于两者之
权益与债券的另一个重要差异
混合证券介于两者之
间，一般附带有票息递延
一般附带有票息递延、暂停等条款，即使未能按时付息，也可通过达到事先
也可通过达到事先
设定的条款来避免违约。
。此外，票息是否可累计也通常对其信用等级有一定影响
票息是否可累计也通常对其信用等级有一定影响。
对于票息递延、暂停等条款对于信用等级的影响程度
暂停等条款对于信用等级的影响程度，评级判断仍应回到
评级判断仍应回到“吸收
损失特性”的评级原理中来
的评级原理中来。
国际评级机构通常认为企业除非遇到极端情况
通常认为企业除非遇到极端情况，出于维护名誉和融资渠道不会轻
易暂停或递延付息，其付息意愿一般高于分红意愿
其付息意愿一般高于分红意愿。基于这一假设
基于这一假设，尽管具有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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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积累的混合证券对于发行人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吸收亏损作用低，但证券设置该
息积累的混合证券对于发行人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吸收亏损作用低，
条款一般伴有惩罚措施，
，发行人的票息暂停选择更为慎重，票息累计
票息累计或票息不累
计条款在吸收损失和保障流动性的功能上并无
吸收损失和保障流动性的功能上并无非常大的实质差别。
。
对于票息暂停条款，穆迪
穆迪对该条款的判断主要从其触发条件的强度
触发条件的强度角度考虑：弱
证券在发行人发生财务困境
财务困境的条件下即触发，则该条款具有在经营过程中被用于
在经营过程中被用于
吸收损失的特性，属于较强的票息暂停触发条件
属于较强的票息暂停触发条件，若同时具有有票息不可累计条
有票息不可累计条
款，则该证券会被赋予更多
证券会被赋予更多股性；若证券仅在接近破产时才触发票息暂停条款以
票息暂停条款以
避免违约情形，则该条款仅有
则该条款仅有较弱的触发条件，并将赋予其更多债性
更多债性。票息暂停
或递延的时间影响上，标普和惠誉认为
标普和惠誉认为，票息可递延的时间越长（
（如 5 年），则
股性越强（一般假设如果五年时间仍未重启支付
一般假设如果五年时间仍未重启支付，则企业可能已存在困境
则企业可能已存在困境）。
图表 3 穆迪对部分条款的股债特性分类
序号

条款

股债特性

Eg1

30y，可累计，次级债券
次级债券，可选择性延期

篮子 B—
—25%权益权重

<30y，可累计，次级债券
次级债券，可选择性延期

篮子 A—
—0%权益权重

60y/永久，可累计
可累计，优先股，可选择性延期

篮子 C—
—50%权益权重

60y/永久，不可累计
不可累计，优先股，可选择性延期

篮子 D—
—75%权益权重

Eg2

资料来源：穆迪评级方法
评级方法
偿付顺序：证券在条款中规定的
条款中规定的偿付顺序尽管在直观上看对其信用级别十分重要
对其信用级别十分重要，
但标普和穆迪均认为条款规定的
均认为条款规定的次级偿还顺序并非为该证券具有
为该证券具有较高股性特征
的充分条件：穆迪对于普通次级债券所给予的股性权重甚至可能低于优先股的股
性权重，相对的，即便设置了与高等级债券同样的偿付顺序
即便设置了与高等级债券同样的偿付顺序，混合证券也同样可
混合证券也同样可
以因为无惩罚的票息递延条款而获得较高股性
以因为无惩罚的票息递延条款而获得较高股性。尽管如此，劣后于优先级的偿付
劣后于优先级的偿付
顺序对于回收率也有最直接的影响 以回收率为原则来判定混合证券信用级别的
顺序对于回收率也有最直接的影响，
混合证券信用级别的
惠誉则将其看作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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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主要的评级要素之外 其影响混合证券评级的条款仍有非常多种，如股利
除上述主要的评级要素之外，其影响混合证券评级的条款仍有非常多种
暂停机制（该机制在取消利息支付的情况下
该机制在取消利息支付的情况下，防止支付普通股股利
防止支付普通股股利）、股利推动
机制（该机制要求只有在前
该机制要求只有在前 12 个月未支付过普通股股利的情况下
个月未支付过普通股股利的情况下，才可以取消
支付混合证券利息）。这些条款为投资人提供了保护，
这些条款为投资人提供了保护 可被赋予更多债
可被赋予更多债性权重。 此
外，部分含强制转换条款的可转债
部分含强制转换条款的可转债，约定一定情况下可强制转股，
，同样增加了证
券的股性特征；而对于具有次级属性的股东贷款
具有次级属性的股东贷款，因其一般无法引起高等级债券
因其一般无法引起高等级债券
的违约率和违约损失（穆迪对于违约的定义之一
穆迪对于违约的定义之一：只有债权工具才存在违约
只有债权工具才存在违约），
仍应被赋予更多股性权重
仍应被赋予更多股性权重。

小结：
目前国内永续债等混合证券一般因其约定清算时的高级偿付次序、附有较大幅度
目前国内永续债等混合证券一般因其约定清算时的高级偿付次序、
的票息跃升条款等因素，
，一般具有较强债性特征，但随着证券市场发展
但随着证券市场发展，混合证
券种类将逐渐多元，证券评级相较主体的调降也将逐渐增多
证券评级相较主体的调降也将逐渐增多。对于带有次级属性
对于带有次级属性
的特别条款的评级，应从
应从“吸收损失特性”的评级原理出发，以获得更为合理
以获得更为合理客
观的评级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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