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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简介

Aa1
AA+

本集团旗下有一家子公司——Financial Advisory Services Inspira Ltd.

长期客户融资 (百万欧元)
总资产 (百万欧元)
营业净利润 (百万欧元)*
一级资本比率（%）
职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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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14
46,360
213
95.0%
164

28,022
44,042
197
104.3%
165

芬兰的市政府机构

根据《芬兰宪法》
（731/1999）的规定，市政府与中央政府具备平等地位。

财政部负责监督市政部门。
各个市政府依法有义务以四年为框架实现财务收支平衡。
根据《芬兰破产法》
（120/2004）的规定，芬兰市政府不得宣告破产。

明确担保

53%
31%
16%

53%
31%

MuniFin 的高信用评级是基于
其风险极低的客户融资组合、
良好流动性、保守性风险政策以
及市政担保委员会为 MuniFin 的
债务计划和计划外融资安排所提
供的担保。

2017 – 2021 长期客户融资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客户融资仅具备来自芬兰市政府机构或中央
政府的风险。MuniFin 的全部融资在欧盟的
BIS 风险权重评价均为0%。

16%

市政担保委员会（MGB）为 MuniFin 优先债务提供显性担保。市政担保委员会 (MGB)
是根据公共法律（
《市政担保委员会法》
（487/1996）
）成立的一家机构，旨在为市政府机
构保障及开发联合筹资项目。MGB 的成员包括芬兰大陆的市政府机构，按比例共同承
担 MGB 的债务。
委员会采取永久成员制。
由于奥兰为自治省，其市政府机构不是 MGB
的成员，也不是 MuniFin 的客户。
MGB 担保的所有应收款项均归类为零风险。
MGB 自身信用评级为 Aa1（稳定，穆迪评级）和 AA+（稳定，标准普尔）。

www.muniguarantee.fi

(稳定) 标准普尔

25,000

芬兰本地政府部门的主要特色是高度的金融自主性（包括无限制的所得税征收权）
以及通过 MuniFin 的优质客户融资组合体现出来的高信用质量。

市政府机构、市政联合机关以及市政所有企业
Keva, 地方公共部门养老基金
芬兰共和国

(稳定) 穆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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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含未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化

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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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评级

市政地方政府金融有限公司 (以下称为MuniFin；
芬兰语：
Kuntarahoitus Oyj)
是一家专为地方政府部门和政府补贴社会住房建设项目提供融资的信贷机构，
同时也是芬兰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
MuniFin 致力于通过为基础设施、
医疗保健、教育和环保相关市政工程提供融资，提高芬兰人民的生活水平。
本机构的很大一部分客户融资用于社会责任型项目，例如建设医院、
保健中心、学校、日托中心及养老院。

关键指标

munifin.fi

MuniFin 仅为芬兰市政部门以及
非营利性住房建造提供融资
MuniFin 可为以下机构提供融资
• 市政府机构

• 市政联合机关
• 市政所有企业

• 非营利性住房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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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策略

MuniFin 通过国际资本市场为其业务进行融资，
融资业务具备不同市场的多元化分布。

MuniFin 的融资策略是通过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活跃度，
获取最优长期借贷条件。

战略融资市场

其他公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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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2021 融资（按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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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和社会责任债券可在战略或战术融资市场中加以发行

MuniFin 债券 HQLA 1 级资产

芬兰金融监督管理局 于 2015 年 3 月 24 日正式声明，将 MuniFin
发行的债券视为 HQLA 1 级流动资产。

欧元 (EUR) 37%
美元 (USD) 26 %
日元 (JPY) 15%
英镑 (GBP) 15%
挪威克朗
(NOK) 5%
其他货币 3%

Europe 46 %
Asia Pacific 25 %

根据芬兰金融监督管理局（FIN-FSA）规定，MuniFin 的担保方，市政担保委
员会，是一家公共部门实体，因此其风险可视为等同于芬兰中央政府（详情
请查看FIN-FSA发布的《资本要求计算和大额风险暴露》第 5.2.3 章）。
根据 Solvency II 监管规定（经修订）
，MuniFin 认为，因其所发行的债券受政
担保委员会的完全担保，MuniFin债券符合180条例的规定，且应被视为对
于中央政府的风险敞口（风险因子为0%）。
然而，任何受Solvency II 监管的
投资者在计算其资产的风险因子时，均有责任独立评估其对 MuniFin 债券
所采取的处理方式。

2021

2021 融资（按区域）

0% 风险权重

欧洲偿付能力监管标准 II (Solvency II)

2020

Nordics 18 %
Americas 8 %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3 %

联系方式

www.munifin.fi

彭博资讯代码: KUNTA
关于市政担保委员会 (MGB) 的更
多信息: kuntientakauskeskus.fi/en/
joint-funding-system-of-municipalities/

《市政担保委员会法》(487/1996) 的非官
方英文翻译版: kuntientakauskeskus.fi/en/
municipal-guarantee-board/mgb-act/

绿色和社会责任债券

MuniFin 为促进低碳转型和增强气候适应性的项目提供绿色融资，
还为能增强社区意识、幸福感和活力的项目提供社会责任融资。
绿色和社会责任融资均通过绿色和社会责任债券实现。

《芬兰宪法》(731/1999) 的非官方英文翻译版:
finlex.fi/fi/laki/kaannokset/1999/en19990731.pdf

《芬兰破产法》(120/2004) 的非官方英文翻译版:
finlex.fi/fi/laki/kaannokset/2004/en20040120.pdf
相关章节为第 1 章第 3（2）节。

免责声明 本简报由市政地方政府金融有限公司 “MuniFin”
(
) 编制。
本简报中提供的所有信息在编写时均为最新，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MuniFin
无义务更新、修改或修正本出版物。
本材料仅供参考，不得将其释为要采取或不采取任何具体投资行动的建议。
未经 MuniFin 的书面许可，不得对本材料
进行部分或全部复制。
不得违反美国法律限制，在美国分发本简报或其副本，或将其分发给美国公民。
其他国家的法律法规也可能限制本简报的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