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⑩ 骢 圃嗽

资中县兴资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⒛16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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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现点
资中甚兴资投资开发集团有服责任公司 (以 厂简

称
“
兴资公诃

”
或

“
公诃

”
〉主要从△资巾县基础政

施建设、lll有 资产经竹和资本运仵等。评级结果辰映
r资中县经济倮持较抉发展.公 l"得到政府亻j,J攴持 .

20!4午以来古业收人和乇利润增κ较快饵优势÷ il时
岜反映 r资 中县ork府 lll务 负扭重.公 刂在建项日较多,

面临资本艾d|丿 匚力,经营l·+}争现命流对偾务lFl倮障能
力缺之稳定性,本斯债券发行规模较大,发行成功后
公 日将而临一定偿债丿忙力牛不利因索.瀚华批倮股份
有限公司 (以 F而称

“
瀚华扣!保 → 为本期债券提供

r仓额无条件不n蹄锵连带责任倮证担倮,lL有 很强
的增估作丿冂.综含分析,公

"偿
还付i务的能力很强 ,

本期偾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很小.

预计未来 】̀2△ ,公司仍将继续承担资中县基
础设施建设、国布资产运啻和资本运作,并将继续获
件政府艾持何综含来行,大公对兴资公司的评级展r+l

为稳定。

主要优势/机遇
·近年来.资巾甚经济倮持钕怏发转,经济体量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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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发行规模钕大.

务将大幅增长,面临

”晴 i吁隘 彳亻 75   刂2 亻2   犭o 7●

{ 01 ! (i;

Iil+问总额 】 02    0 o?    o ?2

经{性 i钎现佥流 00!   ! l弓    o !7

幻
艹
负侦车 屿) !7 7?  !8 62  】8 1!

侦务啖本比辜 屿) !2 ⒔H   !3 68   |3 0!

‘不忄帑 (、 ) !8 30   !8 3亻    2】  5犭

总贞 jkq率 吗 ) ⒓ !9   】 pO   3 !氵

洚资产收益率 〈吵 】 90    ! 亻刂 1 60

经苜性净it佥流 Il

息榔 Ⅲ倍擞 〈估)
0 8?    2 28    0 |8

爸黏锴
毓

^可
了丐丁

^丁

评纸小组负责人 : 匚苷皙

评级 小组成员 :李吡然 郝斑宁

联系电话 :o!oo!仰″m
窖腮电话:mmH}mO8
传  真 :Oj← 8亻 5sll··

日mai丨   : r"i:ng“ dag° ngr=念 (i1 c° m

γ
∵
¨
l丶翕兮

火公l+留对本婀佤钅估丿H状况ilj踪 评估丌公布信
`"等

纵焚化之权rl

息债



∷a旺.:丨:。÷{:号!!晷!::厦卿 瓮目
公·l债券估用评级舣

"

大公信用评级报眚声明

为ll于 报告仗用大正确理解和攸用大公 +l际 资倍评估仃‖k公 刊 (以 F简 称
“
大公→ |出

具的本估用评级报告 (以 卜简称
“
本报告→,兹声明如l下 ;

一、大公及共评级分析师、评|j人 ;t与 发债⊥体之问,除冈本次评级事 li构 成的委托大

系外氵不存在其他影响评级客观、独i、 公 :的 火联关系.

= 大公攻评级分析帅屐行 r*她调铃和诚估文务,仃允分卿

"倮
证卩i出 其本报告遵循

F客观、苠实 公汇的原则.

⊥、本报告的评级结沦是大公依掘合理的技术+L范和评级程序做出的独
"判

F1,评级意

见未Lxl发债⊥体和其他任何组织机构或个人的不、影响 ll发 Hi政变

四、本报告1用的受计对象资料主娈由发债⊥体捉供,大公对该。l,分 资料的其实性、及

时阼和完整l+不仵住何明尔、Π占示的陈述或担保 .

Ⅰ、本报告的分析及″i论 只能川十 lll关 诀策参考,不构成 l△ 何头人、打有或贞出竿投资

建议 ,

六、木报告估用竿级在本报告丨||其 之 H个本期债券至刂煳兑亻刂冂仃效.在有效朋阝kl【1.大

公拥肓″R踪 l+级 、变刂等级和公告等级变化的权利 <

△、本报告阪权抿于大公所肩.未经授权 ,亻正何机构和个人不件复什刂、转载、Jl售和发

布:如 刂用、刊发,须注。ll出 处氵牡不件歪

"l和

块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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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偾主体

兴资公司前身为饺中丛兴资投资开发有限责住公 ol〈 以下苘称
“
兴

资投资”,是根据资中县人民政府资中府函 【⒛09】 9号 文件 b资 巾甚

大民政府出资设{,"|资巾县财政局 (以 下简称
“
甚l+政 局” 屐行经

什菅理职责的国有独资公l川 .il始注册资本为亏,00o,j元 人民币.⒛】0

午,根拥资中县 {四 川人民政府笫九 {四次常务会议纪婪,兴资公司

在兴诱投资的基础 L组建.截饣 ⒉)!4年末,公 刂注册资本为 !⒉)亿

尢人民币.实际扑砖刂人为资中去人民政府,公
"足

资中央唯 的城衬j

堆础设施投融资矬设⊥休和授权范用内 +l竹 资产经竹眢理和资本运仵

上体,共经竹范m包括城市基础设施殂设 建筑业、房地产业、交旭

运输亚、农业 制造ψ、 ∶地惟理、∶I∶ |L川丨κ等llj投 资丿F发 以及建材

的批发苓售,截午 ⒛ 11年末,公 l刂 子公司共 8玄 ,

讠|料来塬:"k捃彡
`=刂

it供 10+{整 脞

公司名称 公司简称 注册资本 杈益比例
资Hl L甘 兴饮建材有跟责仁公

"
兴愤建材 ⒓.()00 l()00()

V"丿

"润
电力亻!跟 丿i任 公司 商润电力 F9()0 j()0()()

资中其兴资砂亻i经 什有限责任公 刂 兴资砂石 o0o !◆000
资屮珙磐亻i房地产 ll发 仃限★lI公司 辨石房地产 3.()00 l()00()

资中块船批国仃赍产经什有限责仟公诃

"资
公司 亏,ll00 臼0 67

资巾珙愉 {路桥发|浞 有限责任公丿刂 渝州路桥 1.()00 (i()()()

资巾块交旭建没开发有uk责 仃公 刂 交建公司 3,◆ 00 !()00()

资中珙沱
"大

桥建设青理有限贡仟公 .刂 沱桥公司 20o !()0()()

发偾怙况

本期偾券掇况

本期债券是发 1。k委审核的公司债券.发行金额为不超过大民 Tj"
亿尢 (含 8亿尢).发行期限为 7午氵lj午付息 次. ·l"刂 设胥本仓捉
i斑偿付条款,在债券仵续期的第 ⒔、1、 5、 6、 7年末分刑核照债券发
行总额⒛%的 比例偿坯债芬本金,歹刂期利息随本个 起支付.本期债券
采用旧定利帝.单利按年汁息,不 l|复 利,到期兑ll本个自兑付臼起
不步j计利息.本期债券由瀚华担倮提供伞额尢条件不。1lFK销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艹年资全用途

徭礴罐ξ鞘劲辄{芎贯描碥胤喜t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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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臼氵总投资额为 14!8亿元,募集资金占l ll日 总投资额的比重

为 o611%.

顼目名称 审批估况
项目

总投资额

拟使用

荽柒资全

占项目

总投贸比例

资中县火车站片H棚户 夂

政造项 {

资发政⒓015】 |4】 廿、资H
|∶资函 【⒛【1】 m吁、资巾

环许可 【⒛15】 1I△

3b. 讠0o ∶)0.lj()0 F;o j()

资中贝尔林坝片l× 棚户

"改造顶

"

资发政【⒛H】 2讠;}∫、资}"

|∶资E日 【20|】 71∵ 资

ll(lin∫ 【2。 l!:2g’j

4!.7]0 20.00() {7 q亏

谈 |i古 城东林。l棚 户卜改

边 二期 :程顶目

饺宕 火【⒛j"】 198△ 资刂

愤函 【⒛
"】

和 1 资屮
j丬

l+。 l【⒛
"】

⒓△

01卜00 -!0“
)(丿 () φ2 7()

舍计 141,810 80,000 56 41

数描来觇-根甜公司册供啖ll驺胛

l、 资j|i甚 火乍
'片

区棚户|-改选顶 H位△资中去水 I钌 镇站南准i,

Jt中棚户区改造户数 !i】 3⒔ 户,改造总而积 ″,扭 0△ 方米丨安回新坩
丨程,建筑 屏积共计 l0b、 局70+方米,项 H总投资 nb丬 3α )万 尢 ,

'、

资中甚东林坝片区0ll户 X改迨顶 H位 于资中11虚龙镇东林坝村
‘社 }子 村 2社 . ∴程涉及臼r收房崖涉改个人房〃 3,α”户:还房
建设∫

"地

由丨枳约 弓7."1干 方米,建筑面积 ullo,b68`r方 米.还房建设
∷程 ∴娑包括房庄主体△枇、装饰丁俚、给排水及供电、供气△程、

旭讯、小区逍路、路灯、绿化△程竿.顶 H总投资 1!,71ω 万尢 ,

⒔、资巾占城东林坝棚丿区改造∷期△枉项 H位 厂资巾去市龙镇东
林坝村,占地 32、 llˉ5△方米,改造 2,!2巧 丿△ 新建安置小 X总建筑mi

饣
"⒛

、1⒉)}方米.项 目忠投资 63,sα)” 尢 ,

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

现阶段我国传统制造行业产能过冂氵市场

"求
痰软,主要经济指

标不能延纹以往快速刂长态势i财税收入刂长纡u· 社会生产对弘资
的依抽加工,垒杜会m资规枝适庄珀长,⒛i5年以来,部分经济指标
刂速鲑纹放轾,经济发展处于

“
折带态

”
;未来短期内扌国经济下行压

力仍较大i长期来【经济珀速将在中庙速区间内持缤放缀,经济运行
面临较多的风险因午

近年来我同经济保持+稳运彳i氵 但主嗖经济指标同比增速均出现
不同租度的 卜沿.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氵2o⒓ -⒛ H年 ,我

"C”

p同比
蹭速分刖为 ?鸥、7码和 7玛 ,增速逐年放缓:同期,规模以∴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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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加值 司比增速lt10o%降允 8挪 ,同定资产投资 (不 含农户〉·l比

增速由⒛ mF.y至 15码 .降犏明显.此外,近午米闽际闼内需求增长

诚慢 ,社会俏费品零倍总额同比增速山⒛12午的 11搦降至 201珏 年的

12帆,进出「贸易总额同比婵速山 6巩降t23叽 ,经济增长的放缓

|刂约财政收支Rlt模的扩大,近年来找国财政收入 nl比增速逐午收窄 ,

⒛11年公共ll政预算收人增速仅为 86△ ,政府性 l+金收人仪为 ⒔钒 .

⒛庙午 :半午,我因田民经济增速竹续下泔氵←Lll〉 同比坤速为 ?帆 ,

钕 ∷午 ol期 下降04个再分△。20!巧 午 l`"月 ,△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a"氵

"定
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 l0叽 ,社会消贺品零

仕总额 司比名义增长 l0汕 ,进出 |总额 司比下降 7孙  司期,仝
"公共财政预算收人完成 10"厅亿元,同比增长 7肌 . 丬H|,个社会

触资规桢增童为9妁 lJ亿 尢,新增人民币贷款 7Iφ 万亿元.截 午⒛】6

年 8月 未.我闽广义货 Π〈M⒛余额为 !⒔ 5b勹 ”亿尢,ol比 增《 l;o吒 ,

堆体来行,现阶段我丨凵传统制适行北产能过剩 , ‖场斋求疲软,|L要
经济指标不能延续以lT快速 ll l长态坍,财 税收人【i长缓陛.社 会生产

刈融资的依ll加 远,个社会础资+t枝适0k+坤 κ,mo分经济指 l lN增速继

纹放缓,经济发展处 {“ 新常态△

针对经济 卜行压力增大、财政坤收Li4.同 家加大财政政策和货

卩政策领域的定向调辂.在继续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Tj政

策凑础 :,"玄继续l+进 lTrklll债 务什理并++彳i地方lIk胩 f债券雷换,实
施信启电网油

′
i等重要冂络、△态坏保 氵宀沾能源、粮仃水利、交通

运输、l1康芥老服务、能源ll产资源保障 L大类 豇大投资△程包等财
政政策,央行普降今融机构〃款il+备 金率、实施t向降准和 卜l oH人 民
rl存贷款堪llF不刂率:"务院悭持改带,实施创新驵动发腱战略,大 力

推进大众仓刂业、万众创新,激发伞祉会创调i潜 能,坫养和催△经济社

会发展加i动 力;发改蚕精简前置审lll氵 实施个业投资顶

"网
|∶ 并联核

准,改 +投融谈体制,枳极 lH丿 政lll和社会资本合作棋式氵出台堪础

没施和公用事业特廿r经 营办法∷充分激发社会投资活HJ.此
外,田绕

稳增长、促改带、调纬构、忠氏Hi和防风阶的总休思路.国家拈刂定并
实施

“ 带
—

跖∴ j0聿莫协闶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
=大

战略,洙入

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 li· 功能 X战略,在基础|设施矬设和房地产
颔域tn大调艹力度, 方面姘加公共产品仃效投资,启 动实施 系列
棚户区和危房改造、屮山部铁路、。l标准农旧、估息lill络 、清屮i能源
和传统产亚技术政造等重大 lli凹 :9j 方 m丨 ,妃过出台公积金新政、

降低⊥会房首亻刂比例、免征竹业税等救市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 ,

刺激购房需求入市.Pll1局 午政府工作报告ψ强调
“
经济坤长

”
和l“ 价

格控制
”

内个核心日标.表。ll旧 家旭过金融、财枇、投资等章点领域
的政苇来确倮经济运 lj处 ∫含理区问的决心 ,

从外部环蜕来看氵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氵美闪经济进 步好转.但
肟期走势有待观察,欧元区经济出现

/l稳
边象,lH希腊债务危机隐患

仍存,|本 .̄【济走出逋缩氵坤长疲弱,新兴经济体 F行丿

"力

加大,加



|悉|骀冕醉翦骢骀囝
公ol侦 券估用l+级报眚

之关尢娃强、大宗商‖价格大隔波动、国际地缘政治冲尖此起彼伏 ,

|吐界经济增长缓慢,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l内经济增长受到
—

定影响,未来.美欧

"俄
在经济刺激方雨的政策调犍、东欧政局的变

动以放节i兴经济体金融秩序 lrj+~t建 使得我川经济发展仍△i临 一定风脸

"素
.

预汁未来知期内氵找目经挤下行压力侬然较大,经济将继纵延续

低位运仃态势氵长期米看氵我国经济增长掐面临产业结构调整、转型

捉质外部环境变化等丿札险因紊 .

行业及区域经济环垸

地方政府投蚀资平台企业是地方垂础设施炷没投m资
"理

的工要

实施主体,政策调芷将对这炎企业的运作枝式产生持缤形咱:"扌新
型埘钦化战硌的实施,地方壬础设施炷设投资仍县缶继纹坩长的空间

随拆城镇化建设lj推进.我囚地方l· kll卜属的投融资平台类个亚

lI地力堆建顶 H融资和投资什胛中发挥着 Π要仵川氵这类个业逋过包

拈债券发行在内的多种柒逆进行融资,并形成地方政府‖债务的lΠ要
纽成部分.截△ ⒛j1午末,地方政府负垧偿还责任债务为 l阝 4万亿
尢,负佝担保贲侄灰 吁能承扣|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个计 8b万亿元 ,

=类
债务总

"为 "0”
亿尢.总体来盾地力政府性债务近午来持续蹭

长,共 {地方政府负亻∫偿还责任债务较 ⒛ !“ 午 h月 未增 K妞 4】 %,增
速较快 ,我囚经济

"进
入+il常 态的平稳发肢过程∷仍面临 定的经济

卜行丿

"力

,地方政府债务的占速增加,将 ll得部分地区的债务丿

"力
有

所上升

投融资平台个业吡是独 △的个ψ法人义足地方政府融资代玑!人 氵

欣担地力道路桥梁、iH政改适、安佴l+障”j佳设、公用内J套 设施建设
→重婪城市建设项H,该类颀 H南 j∶ 其竹公斋性,相关债务能够对地
方政府讧市政硅设筲力面提供支苻,债务还本付忠隙依{△台个‖L自

,经苜改项凵运荷产△的现命流外.当地税收收入灰H↓也出让收益等
地方政府财政收人往往成为 j〔债务仕还的忄要倮阡 20!⒓ 午以来受经
济 卜行、结构 l+诚秕、房地产销售 卜降等

"萦
的彬响,个旧税收婵速

持续llk j=10%布 右;H仃 !△也{"让 命及其他 :地相关收入足地方政lFi财

lllk收 入的正要来源.根据财政部诀筇数据,'0ll年仑国

"有
土地lt用

权出让仑收入实现
"l3万

亿尢氵 ol比增长“ 6%:Plll l年 伞国l+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命收入实现 珏o吊 万亿尢,同 比略降 !阢%:2o15年 l~7
月,全 △l实现FBl有 上她使用权出让收入 】和 月亿尢.同 比 卜降 3臼 犸。

辂体来希,地方依丰 :她 出△获得的财政收人波动较大氵长期来看不
利于地方政府 l+力的稳定 .

地方政府投融资类企业的融资方式和融资规秩受到符级监廿部门
政策调推的影响很大.近年来,则政部、阿家发政委、银 |临会等祁门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和投融资类个业的常理

"趋
规范 fl严 格.20!2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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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田 务院、财政部j、 发政委等部闸FhI续 出台文件,对地方政府债

务、政府担保、政府注资、半台企业融资氵斤动等事项做 H|进—
步规范∷

并要求该类企业进行市场化运作。201o年 以来,随着融资平台在建顶

H lii续融资问题政策

"{台

、发改委新兴产吡专项债指弓等政策的发布 ,

城投公司面临的融资环境有所宽松《国家消i型 城镇化期划出台后,经
H务院批准,部分地力政府廾始试点地力政府债券自发自lr,市政,l

H收益债券及市政项 H收益+据等新型融资△其也将逐步排∫.预计

未来地力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将随着政策的调梃而发~t转变 .

1●「午来 ,】k闲伞祉会同定资产投资额 |j倮 l+20吃以 :的 苗速增 K,
共巾地力堆础设施建设投资 吁据·r要部分,部分午份地方l, 投资坤

速超过 “y1,随右我川经济 卜彳i爪 力加大.增加 l+t瑾投资成为实现经济

坤κ日标的立娈途径, △此 H时 ,我旧廾展的转变经济发展”式丙ll

堆经济绀构的改革也将对堪佳投谈的形I弋 和内帘产⒋实质影响,在此

‖岽下 |八火捉出将

"隹

进加i型城蚀化建设
”
作为H家战略加以实施 .

总体来石.随右新:i{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未火 定 tl期 内我 坩 o·l定 资
产投资+t模将保持坤长,她方lIrkfll l+础 设施建设投资仍其备=ll续增κ

的帘闸

预饣{未来 i-2匀 i∷ 随右仵地经济社会发展以灰新
'i{城

镇化战略的
实施,jk国地力堪础设施建设投资仍具备继续坤长的忄问,地方政府
投础资艹台个业将继纵在她方皋硅投 l m̄资环节|发挥∮崾作川,但运
作摸武将伴随政策调咿而发△转变 ,

近年来,内江市和资中县经济保持较快发展 ;资中县经济体工在
内江市卞辖区县中实力铰强,第-和笫=产

业对资中县经济的拉动作
用明显

内江市位 |∶ 四川斋地东 |仃 部、沱汪 卜ll,屮段,m^积 亏386平方公
‖,总人 14")万 .内 江汁j现辖市中区、//l兴 区、资巾共、成远县、

陛占县和内江经济廾发区.灶 llJ川 竹第 :大交迸枢纽、

"南 "i路

交递
的 ri要 交汇点以及成谕经济区的中心城市 内江市足四丨的老 r业水
地, ol时 是重呔 成都攴柱产业的配套基地和蒯食品供应基地 ,支杠
产业主娈包括钒钛钢 l+、 食∴||饮 料、机械氵'i配等,近午来氵内江市经
济lF持妆怏发腱,2o!2-2"!年 地这午产总值分刖为 9你 18亿元、
!亠 0b9ll亿 ,t和 1.16b77亿 九,分 妨刂司比坤长 I$o%、 lo3%和 8叽 ,

20!1年 ,内江市人均地区H∶产总值 m,"1元 . 司比增 K8⒎∷,△次
产业结构为 I6om6∶⒛ ⒋ 实现规模△业总产值 1.7“λ阢 亿元,司
比增长 7冯 :完成全社会圃定资产投资的?77亿 尢,ol比增κ⒓1⒛。

司期,内 江市地方一股公共预箅收入 灬 m亿尢.共中llJ收 收人″ 亻!

亿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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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捌 亿侬据为内|】 市各 κ甚地Iκ △产告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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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地区生产总值 排名
地区生产总

值坫长率

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贸

公共财政

预箅收入

内江市各区县经济指标比较

威远县 294 (|0 I 92 1"9 7o ? 98

资中县 234 09 2 ε 6 131 94 7 64

东兴X 217 亻‘ 3 88 |氵i2 s0 1 8C

瞳昌县 20b ⒓刂 { 92 12卜 19 0 ;!

扛中夂 1o2 H4 ● 卜 6 ?1 25 讠 5】

内江经氵芹开发 κ !" 6 90 t{() 95 l 01

资中县月边部分区县经济指标比较

仁寿其 i}12;() !()0 ⒓!6 80 !^ ⒓o

射洪共 26() ()0 0B

荣县 】7$ !|| B 】 7! 弓9 ! "?

安岳其 26礻  n◆

资屮县位 刂
i内

江市两北.成愉线中段,距成都 !10公 ∴、册!jΠ 肤
!Illl公 ∴,仝 Lt面积 |,73‘ 半方公!l!. 卜轱 ll个 乡镔,户 秤人 Il!⒔ 0

`j,资
中县县城建成区 2o;半方公

".常
∫}人 口宀 ”人 资巾L(交

逋便利.成谕由速、~!国逍东西连迪资阳和内江,成揄铁路禾i成谕客

专穿共而过 资中县人 Π钕多臣位 刂
l成

谕线巾段.交通便利.内部和

外部+;求 较为允赶.

注-人均△产 j″t按照户艹总大 |年
擞据来溉i;⒓ 0⒓ 氵⒛ll勹

"‖

川省谈Ⅱ县凵1《奸济和

"|会

发浪统计公扯

顼 目
2014壬日 ⒛

"年
2012臼|

规模 增速 规摸 坩速 规摸 坩速

地区△产总ll i ⒓;‘  09 86 2!b ;7 95 】0s ()() !∷ 1

人均△产总仃【(尢 〉 !7 99p j0 ;78 】5, !|:;

公共财政收入 7 ;● 16 () 0 1】 ⒓()j o【讠() ∶∶()3

农业 u产值 l0! 27 40 9φ  刂0 j9 0()!0 43

规模以 H工业总产侑 26o 30 20 o 2$1 ;8 !57 22C “〈) !0o
仓社会旧定资产投资 l|;1 {|||‘ 22 () 10H !∶犭 22 7 88 !() 202
社会淌费品苓竹总额 7! 66 12 7 63

^b

"2
55 ?0 !;7

⊥次产业比 2φ  】∶49 |∴ !}丨 21 1 26 ⒙丨‘0 u∶ 2〕 4 27 2丨 50 】∶2⒓  ?

资屮甚近年来经济发展钕快氵主要经济指标保特较快蹭长.地区
{产总值在内汀市卜轱区县巾位居第 工.⒉)12~⒛ !1午氵资中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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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分刑为 1980o亿尢、2!6夕 亿元和⒛
"09亿

元氵分别同比

坤 Kll矾、9o%和 8鸱。资中县第
—

和第 :产业发展较快.20"乍 .

=次
产亚结构为 2o【 49⒏ 21‘氵舍午实现农业总产值 10j27亿 元 ,

规模以 L△业总产值 ⒛om亿 尢.⒛ 12~⒛【4年 氵资中县公共财政预

笄收入分另刂为 5⒔0亿元、641亿尢和 7引 亿元,财政收人规模较小。

⒛15句

"~⒔
丿j,琰屮县地区△产总值⒌ 2s亿元.司 比I。 长与帆 ;

个社会同定资产投资 昀 0⒔ 亿尢.同 比增 K!41%:规模△业增珈亻奇同
比增长 6b"| |司 期氵资中县地访 股公共预箅收入完成 2"亿 丿1,同
1匕】曾κ 12妁 %

总体来荇,近 年来内江市和资中L|经济倮持较快发展:资 巾县经

济体蚩在内江市 卜辖区县!||位胼笫L∶ ,第 和笫 :产 业对资中士1经济

的拉动作H|明 显 .

资中县足工要的稂贪和冽0品生产大县,资中冬尖、资中均鱼、

资中血扭等农产品知名庋较宀 ;垒县矿产资溧丰
=,地

区经济以农业

和工业为主

资中去农业乍产,+to+夯 丈,t仑 l+商 ∴||粮 、”内∶亏!商乱猪、水某

特种水产养殖基地县.是 更要的粮食和昌刂食品凵:产 大 1∶ ,"j量 允氵市

尢箱斯长 H光照叫间κ的气候条件对农产″!的 △产捉供了丈好的乍产
llN境 ,个县农作物播种面积

"89万
丿i,主娈粮贪lF物仃水 fi、

"米
、

小麦、红苕、大←,经济仵物南花生、抽}、 女茧、辣椒、番

"、

{r

蔗等,资叫i的农广。
Llj{资

巾冬尖、资屮鲶 r!、 资中血帑 岁泉△腐、

资屮枇杷获得了 +l家 Il~理标 志产‖保护.谈屮坩罗科而【橙饮得 r绿色

‖牌∧级产描认订H,

⒛ 1珏 午氵赍屮县戊现农业坤加值 b!m亿尢.在 V刂 川佾 j8⒔ 个I1
|排 名第六,在 勾江lH排 幺第一 ⒛|1午  资巾基粮食总产量 。!⒔ b

”吨. il比增长o27叽 ;转移农{刂 劳动力
"!2V∫

人;农民人均纯收人
臼,⒔m尢 ,庙 ∫个省+均水半茄5亢 .在全竹排亿叻 位 iL年来,贷
巾县以现代农业

"区
和成丿|推进加i农 村为lΠ 点,进一涉犍合农业项日,

杵动农业经氵齐发艇.资 中共足伞旧瘦内型尚品猪△产堆地县,获得了
lt代农业产业基地弘共、现代畜牧重△培仃县、个国 ll部地区忄态艾
叫j示 范 「祀试点块建设项 H,

资中El矿产资源△宫.竖持
“
工业强女

”
战略,H前已发现矿产

】2种 ,包拈沙金 铁、煤、石灰仃、大然
′

(、 氵。∫沙和白石竿,资屮It
l。
|炭

llp童 ⒔ll亿吨.石灰亻iFl【 明储量约 3亿吨,条亻i储蚩 11⒓ 万立

力米.板石 65丿j立方米氵河沙午循环储童 m⒔ ”吨。依托县内资源
储各氵资巾世形成 r以农产乩珈△、 lo1型 矬材、队药化△、电力能沥
和″1槭制造为主的 E大支枉产业,主娈产″丨包捐酒精、食料、白酒、
休闲食品、泡菜、水泥、玻璃制丨t氵 、环倮机械和原煤等 H前资中甚
煳模以 H工业个业达 bb家 ,新 l刂 干法水泥午产能为 】,500丿j吨 .20】

"年,资 巾县规模△亚总产值 山;抑 亿尢.`i大支柱产亚产僚 吁规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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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总产值的叨 巩,共 中,农产″丨加
=和

hll型 建材两大行业占
`∶

大产 1L

总产值的 帕 汕,同期氵资屮县个社会囤走资产投资 13】

"亿
元.同

比增κ⒛ 0%;建筑业增加值 7∝ 亿尢氵同比增Kl0山。

同时氵资中11l+|史 悠久.旅游资螈丰宙氵足省级文化亿城.娩内

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文‖i、 武庙、盐神庙.旧家级历史文化名蚀罗

泉占镇,省级历史文化名蚀铁佛

`iiˉ

tl,

总体来后,资中县足:Π要的粮食祠l帛刂食品′L产 大县,矿产资源}
宙,地区经济以农业和△业为△.预 }|未来 】̀2年 ,资 屮县经济总体

仍将倮持茛妊的发展趋势 ,

地方政府财政分析

财政收入分析

资中昙是四川眢扩杈试点县,财政收入迩年ii长 ;上级政府对资
中县的支持力皮不晰加大l转移挂收入规杖较大,地方财政收入中基
全收入占比铰

"根据川府发 【2α

`】
m号 《四川竹人民政府关 |开展扩权强共试

△△仵的实施意兕》氵资屮真纳人四川省}权试△县范罔,财政体 ll、

倾算及诀算 |1接 对省,市级不冉分+扩权试点块财政收人,

顼 目 ⒛“年 ⒛ 10年 2012年

财
政
本
年
收
入

本年收入合计 衽7 72 44 【3 a7 51

JL方 财政收人 !7 99 l; 92 】0 91
ˉ
股预箅 7 亏1 b 刂1 6⒔ 1

其 :税收收人 1 9刂 刂 2B 讠 阝1

基仓预钌 0 9局 9 0! o !()

颀{外 () 50 () :;0 0 1?

转移性收入 29 `j 2$ 21 26 ◆0

般预箅 29 08 27 17 2; 98

基金顸箅 () 65 】 01 0 62

财
政
本
年
支
出

本年支出合计 47 88 43 θo 37 02

她方财政支

"
刂7 75 43 H6 j7 !7

般预箅 3⒙  8】 35 a2 3】  68

基全顸算 8 9j 8 53 5 ⒔4

预箅外 () 0】 001 o !5

转移‖支出 0 】3 0 04 0 刂5

一股预箅 o 】3 0 0κ 0 ‘;

本年收支净颌 —0 16 o 23 —0 11
数描来源.恕柑资 县ll政 局捉供资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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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⒓~20H午资屮县财政本午收入分别为
"和

亿尢、但 l⒔ 亿

元和
"”

亿元,规模较小.近年采.资 中县财政本年收入逐年增κ氵

午均复合增长率为 12m%。 财政本年收人以转移性收入为主,⒛ 12~
⒛ 1‘ 年氵转移性收入占比分别为 ⑾ 91%、 6n叻叽和山 nO%.占 比逐午

卜降.亻Hl+政本年收人对转移性收入的依赖性较大。

资中县—
般预算收入屮税收收人占比保持钕高水半,⒛ 12~⒛ 】

"午. |比维+j在 帏%以 H.随若资巾甚经济的发肢.个业效益的不断提

高.税收收入保持增κ,'012~⒛ lI年氵税收收入的年均复介增 K荦
为
"13%.从

税收收人的构成 ∷来石,倩业税、契税、坤值税、个业

所衙税及 L地增值税所占比章牧商.⒛
"'r Llly税

种合计占税收收人

比审的
"67h.从

纳税个业构成

"来
膏,⒛ ll午 资中县上要 llj源 行业

为房地产、建筑、金舳
"V符

,

资中县政府忤基个收入在地方财 llk收 入中 {、 比较庙,⒛ 12-⒛ j1

午

`i比

分别为 +l75%、 吣 心叽和
""π

|,车交荀的占比不利于地方财政

收人 lj柚 定‖.⒛ l⒔ 午受房地广交易氵丐跃的彰响."有 ↓也亻史丹|权 |{

}仁 火幅j·

l长 ,基金收入同比增 κ7b""|

敖拥来源:根甜资 |县财政局扯供玖料盥淝

拌名 企业名称 日税 地税 税收总额
】 资中共农村估丿

"合

仵联社 0 11 0 2? 0?!
2 内江个山访她产丌发集

"有
|k公 刂 0 01 () C1

j 内江

"j舱

锦房地产丿F发 布限公司 0 16 0 46
! 勺江

"双

脱煤炭有|k责 亻r公 |刂 0|" 0 i0 (丿 !J
a 四丿兴唐房地产,r发有服公丿刂 () 10 ()1()

0 内江 汀烟节公

"资

1分 公司 o 2` () ⒓
`? l0川 竹晨甜l城水泥股份亻ill【 公司 o l 丨 0 l0 0 2j

B 饪中刂银 |鸿丿涟⊥亚有限责仃公 .刂 0 2' () 22

9 四川仓海丿

`房

她产丿r发亻∫眼公司 021 0!∶ !丨

l() H闸 V刂 川竹电力公|刂 资屮县供电分公

"
0 丨 ! () 】1

以上企业合计 【 50 2 18 o 68

资中县足人I大 11且炬四川省农产品⊥产∝县之一,上级财政转
移支付力

`芟

较大,资 巾县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较高.充实 r地 方Ⅲ刂支
配财力<⒛ 12~2014午 ,资 HiΙ1转 移 l+收 入稳定增长,共中以一般性
转移支亻刂收入为主 ,

总体来希,资中县财政收入逐年增 长氵lj政 本年收入中转移件收
人规模较大.地方财政收人中jit金

收入 吁比较高.



|杰 .莪瓮旯匣姿螂 瓮目
公司偾券佶用评级报+

财政支出及政府偾务

近年来资中县财政支出规嵌不浙加大,刚性艾出在-投预△支出

中的占比较而;政府臼务规技较大,侦务负担工

随右城市的不断发展.经济和财政收入不ull增 长,资中块财llk支

I"也相应保持坤 K.2012~2o11年 ,资中县财政本午艾IL的 午均复介

坤长率为 !2”%.资 屮县财政攴J|结构较为稳 ,L· .地方财政支出主娈

以 般预箅支||为主 .

20!2-20l‘ 午.资 中县财政支{||中 刚性支出 1比较南,维持在”
"|″右.司规.从 -般

ll l箪支
"构

成来看,闪刂性支|||外农休水牛务支|||

钕庙,⒛ !1年 叶一股倾算艾||的 比咕为
"""|,

项 目
⒛14年 2013臼| 2012年

金颍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颓 占比

一放预箅支出 3臼  B1 !00 00 35 32 100 0o 31 68 100 00

狭义刚性支凵 21 76 56 06 19 07 55 71 18 08 57 0e

}L会保障和就业 !9{; I2 69 1 79 j: ;6 | 70 !! φ7

欠疗
"△

5 "0 I il.丿 () 1 1j !! 70

"()刂

!2 8{`

教育 u 礻B 21 o9 7 57 2! I1 7n, 2a Ip

股公共服务
`()(i

7 ““ j !8 ll()1 2 9` 9 {9

广义刚桂艾出
:

28 07 72 $⒓ 25 30 71 80 22 80 72 2`

数ll来源.根描资

"1(l|政 "捉
供价{|驺珥

⒛ !'-2011年 木,资 巾共政府债务余额分别为⒊ “)亿尢、妇 lb

亿尢和 11叨 亿元,债 务规模迄年Ji· 长较快 ,

数拥来派:恕据哙Ⅱ!1l+i政丿.i捉 l+饺 ‖整理

2010结F
lik府负有偿还贲仃的债努

政府负有屮!倮责仃的侦务

总体来看氵资中去的财政支
"|lt模

不断加大.支
"|上

要 ll一般倾
箅艾|"为 it.粘体财政支丨{纬构稳定:资巾县政府债务余额很高.债
务负担丘。

|狭
义 ll牡 支

"|包

括礼含保蹄勹就业 吹丿i卩 △
!广

义刚性攵

"陈
包拈狄义刚旺攴H{外 氵还臼 f

传妣 环琨 F农护等科

".但
不包括城彡扯区 ll务

教F|和  般公央服务四个攵

"科
自

股ll饪 支

" 
外交 "防 公共玄个 科学投术 丈化教苜△

农林水事务 交遒运输和 亚商业个融等+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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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苜与政府支持

近年采 ,/oi司茁业收入有所谀动,毛利卒水平较为稂定″Oi4年 ,

随△经苜范圉扩大,公司营业收入和毛利润刂长较快

公司赴资中共唯 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淡建设土体和授权范围内

同有资产经营菅j咀和资本运仵主体.近年来.公 司竹业收入有丹i波 l̄l,

⒓0】 3午 以前莒ψ收人和l毛利润主要来 r于△桂代建业务,⒛ 11午起砂

石、 lL凝△销售亚务坤 κ较快带动该版块收入及乇利润的上|刂长,公
"荇业收人和毛利 ·l转 以砂了i、 混凝 |∶ 销售及 r程代建业务为主要来源 ,

⒛I2-20I1年 ,公司 L利率分别为
"o1h、

⒙ n1‖|和

"ll%.

项 目
⒛⒒年 2013年 2012生F

全撷 占比 佥额 占比 全颌 占比

曹业收入 46氵 衽00 4a 100 00 15丬 340 〃9 100 00 16,4B7 06 100 00

砂亻i、 浞溆⊥销 {年 l卜  68讠  jj
"0 27

(|i!i:;(|il 】 2!

路桥赀 ?8礻  6! ! 6.|) h?|〕  59 1 j0 】 "?B 22 Bψ 7

⊥稆代建 2".Bl" 7⒔ 亏| 49 丨2,227 9" 79 ?! 1!∶ !,.|氵 I∶ l{∶; 】8 78 7H

租赁 !,o〈)6 01 氵 2刂 1,229 B6 B 02 】 !亻 6 〕0 6 p6

共lt 6llp 1j ! 3】 ob3 80 0 68 87●  {φ ii |0

毛利润 8,攻0O 11 100 00 2,81‘ 26 100 0o 3,65】  65 】00 00

砂彳i 混凝⊥销屮 j,B"⒙  09
"亏

 80 ⒔7 1树 |; !()

路桥赍 317 7a ; ?4 卜6 07 i; Ob 07B ⒓7 1θ

△i+代建 2,6o9 15
`! 32

l {!0 】1 !b :)5 ! 〕9】  50 {∶|{.) !{i|

租赁 !,Cl l0 00 l! 9` ?H刂  4礻

's 0⒓

007 亏φ 17!1

其ll b()|9⒈ l 7  17 512 1刂 !9 27 870 ⒓】 21 6!

毛利率 18 ao 18 a衽 21 54

砂γi 混凝⊥销筲 ∶〕() |;】 !氵  :;()

路桥赍 1() 5讠 !2 7H 45 "B
△杜代建 !() 71 !0?l 】0?【

租赁 0? 刂B 04 11 :ii} ()0

其他 】0() 00 90 2] 99 99

公司⒓0】 3年新增砂石、混凝 L销缶收人氵来 r|于子公刀兴资建材
和兴资砂7i的销俜收入应2o】 亻午砂石、混凝 ∴销售收人同比大帖增长氵
⊥要足兴琰建材 j=⒛ !‘ 午廾始

"式
△产商甜ilLi疑 |∶所致.同期,该项

业务 L利 率 ol比增长?ll个百分0,
公司的△租代建收入⊥要来 rl公司本部和了公问交建公i"的苯倪l

设施建设代建收人‘⒓0H年 ,工程代娃收人 ol比 大幅坤长,⊥要妃公
冂廉Ⅲl房 ll凵 投入增加所致 .l∶枉代矬 t利衤稳七.每年为 lⅡ 竹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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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路析贾祠丨租赁业务收入和毛利润占仃业收入和毛利润比置较

小.路桥费收入⊥要来向子公司沱桥公司管理的沱江大桥路段和谕州

路桥什理的省道
'o?线

资屮至威远段l/j路桥赀收人,受政府还贷∷级

公路收费取消影响沱江大桥路段不冉收费氵敛使⒛13年公司路桥费收

人 ol比 F降较多昆毛利率下降较大.⒛ !4午路桥贺毛利率同比上爿主

要是路桥贺收入捉升改公刊加强什理诚少廾支所敛 利1赁业务主娈来

r1子公司li资 公闩和辨石房地产的房片出租收人,近年来收入逐年j曾

κ氵 L利半倮捋在较商水干 ,

公·ljt他

"攵

人主婪为子公司忡石房她产祠i国 资公i丬 的租赁l+"r仓

收人,规桢很小氵其他收人 L利氵午~水半很高.

预计未来 j-2年 ,随古公诃砂石、iti凝 :销 {土 业务的打续发枝设

△程代建的稳定发展.公
"未

来‖业收人规模将 ll 定的提训 .

● 砂石 、混凝土销臼板块

公司足资中县目前唯-只有生产资质的商品混畏土生产企业 i在
区域内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公司n勺 砂7i、 混凝 |{肖售板块主娈 b亍公司兴资矬材和兴资砂石
负贡 兴饺铿材成立 r20″ 年 9川 ,△要从事 C】 0-cb0商″丨混凝 :

和 M2石 -M20水泥秒浆的运输 泵送、浇注,△产批发和|芩 缶建筑材

料 顶帝刂件等.兴资娃材其仂中联立}}"sE双
"o生

产线氵浙品氵|亡凝
L年 }产能力№ 月访 兴琰建材浙乩江凝△1i材 料供应苘包括威远县

仓龙矬材询限公 凵、V‖ 川竹资中共助利建材有限公司、四川东宝力lr

型建筑材料有阝k公 司、内|}市星船城商贸有眼公 i刂 和资中县个泰贸易

何限公司竿 自⒛ll乍投产以火,兴资建材先后砍接 r Ft伏 H ll 中

铁城市中心 棚户达政造丁程、风凰城 江语丽府 ⒛!`年 保障件住

房等顶日,共销‘商讯混凝 L妲 臼臼丿j方 ,丈现铂告收入 l"亿
`E.根ll|资 中11住厉和城 乡规划建设局干 20I1午 !月 引|其的资住矬局

【Pll"】 !1号 《资屮!1住房和丨城乡煳划崔设局关 r在城市规划区I勾 廾
煨禁 :现炀搅拌浪凝△△仵的通如|》 ,r|⒛ 11午 ⒔月 】闩起住资{甚

城市规划X范冂内,凡新建、改建 扩建△裎建筑而积在 !亠 ooo半方
米以 ∴或氵!它凝+lt用 坩在 】lll△ 方米以上的建设△程,仑面禁j冖在施
t现场向行搅拌混凝△,必须仝部便川预拌 宙品氵丨亡凝土.资屮建材足
资中块目前唯 其肓商品浞凝土△产资质的个业.在区域内共有钕强
的竟争优坍 .

兴资砂石成 讧十 2013年 ‘月,主竹砂亻i销售爻20l亻 年,资 中砂石
累计销售砂石的 丿j吨 ,其巾机制屮砂 ll`j吨 ,o ii仃 0l万吨,天然沙
!`j吨 .兴资砂亻i的砂仃开采自沱江涧段.根据 ,ll13年 !2月 ⒔o||仁
五届笫 0I次 《资中91常务会议纪要》,资中甚政府将沱江资屮段砂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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廾采权协议冉让给兴淡砂亻i,

⒛ 1‘ 年,公 d砂亻i、 混凝⊥销售实现收入 【浒 亿丿o,随着资i|氵 昙

禁止现场iit拌混凝土政策的推行,预 计公司该项业务其有良好的发展

态势 ,

● 工程代眭扳块

公司的△程代建收入主耍由公司攻 子公司交建公 i刂 负责.交矬公

诃成 }于 !0"↑ {月 ,主耍负责资中共内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

经营竹理.臼 交建公

"成
△以来,己矬成的顶日包括沱江∷桥、东林

坝立交桥、资巾L甘 因i头路政建工程 资中县 ill联 公路改建冂:fr、 个县

部分逋乡公路矬设△ljl等 截至⒛15年 5∫ 】术|交建公 i司 在建顶 H⊥
要有诱中共贾资路 (太平锒 苏球湾镇 )改 jL· L杆 、资屮县仁顺公路改

铿△程等

公司就承建的代硅 「租 1资 |县政府签订代建协议氵代建回购今

额为项日投·,ˉ 忠成本 |丿 协议的代硅菅胛费之和.回购资令按△租,+度

分期支付 .

公司尕担了大△拄础没施建设项回i在蛀项目较多·未来将面临
-定的资本支出压力

公司足资屮甚唯 的城市基ll设施投融资钍设主体和投权范|旧 内

"咱
资产经荇管胛和资本运作主体 ,

⒛12~0l!午 ,公 il刂 完成的章嗖基础设施铿设项目包括赍巾县
泗厂职△什房灾后章矬安且还兮j、 资 ||县 东林坝堆础设施、资‖路、

尔林坝互逋式市交桥、商沉站、东林坝轩石大道—
朔、贺资路等项 H,

总投谈额为 17m亿尢

俄李 ~l)!4年 木.公司在建顶 H包捐资!||县东林坝堆础设施建没顶

"-期
道路、资屮占城东林坝棚户区改造△俚符,总投资额为 】⒈⒛

亿元,己努完成投资额 ‘09亿元 同期,公

"ll9健

块础设施顶H9个 氵

倾计所需总投资额 lJ】 ;7!亿尢 公 刂在建、拟馑顶 H较 多,未 来将
盯临 定的资本支出丿

"力

<

倾计未来 l`2年 ,公 i刂 作为资中女唯 的投触资⊥体的地位不会
l°k变 .随右资中士的发展,基础设施眭设|+;球仍然较大.公 刂扛眭、

+ll建 玎i目 较多,将面临一走的资本支丨|压 力 .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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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莛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掇笄投资 只计投资额
】 资中县东林坝基础设施建设项日一ln道路

^b

0 4!

2 资 {i古 城东林坝棚户区政造△程 〈∶期〉 b 38 o l0

3 资中县东林坝片区棚户H改造项目 4 17 1 刂9

4 重龙大逆 ! 70 o 5;

o 赍资路 :期 〈) 68 05()
Fj 亻圳贞路 () :;∶

i 0 【!

7 资 i基银山锒供水及蓥础设施项口 【) 1b 0 ()⒓

合计 14 29 4 09

拟建顼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贲 计划开工时河
】 资屮基大东茌i棚户 κ改进项

"
! 62 2()!60⒔

2 资 冖县水南 :下 lll棚户 κ改进项
"

27() ∶〕()!:; 】2

j 谈 基火乍站片区棚户 κ改造项目 ;0 2()!。  !(|

4 C⒓ li资 玄路 〈资 段 )政建△程
' 2(

2()!6()6

b 资屮县 〈五午路 吵荼路、龙南路 )改苒 匚程 () s∶犭 2015 12

6 沱氵E=+r. {} ;{∶ ) 2()!0 !!

? 资巾宀城东林坝皋础设施=期适路 () {:|{∶
) 2()16 0礻

B 资巾占城苌饣、大逍建设 丨:程 () ?i; ∶j0!b ()阝

0 银 镇氵1水处理站 () 刂0 !∶!()15 |!

合计 16 71

效捃来泖.叔抓公

"捉
供谈礻|整现

● 政府支持

公司足资中县唯-的坡市茁础设施投

"资
乏设主体和投杈范圉内

国有资产经菅甘理和资本运作主体,艹到资中县政府的有力支持
公闩妊资巾共唯 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触资娃设⊥体和报权范用内

刊有资产经苻管I咀和资本运作⊥体,在资巾基经济社会发艇巾其有审
娈地位,笊j Fl∫ 资中七1政 ll在资本注入、补贴等等方m|的 艾持。

在资本今注入方由i,公 司注册资本为 12亿元氵分i∶期到位.截
允⒛lO年未,公司己收到资中县财政局的个部

"资
.累计文收资本为

!2亿元 ,

财政补贴方 |盯 ,20⒓ 午政府还贷 :级 公路收费取诮后,公 刂每年
收到!|j央和l四 川省财政每年拨ll的补助资伞约 7ll)万 亢,以偿还沱江
大桥甫i期建设的存量偾务.另 外,根掘县财政局 《关 F给

`资

i|县兴
资投淡廾发集团 rl眼 责任公司财政补贴的迪知》等,公司及其子公司
△2012-⒛ H年分别获得 ll政补贴0m亿 元、om亿 元和0如 亿元

预计未米 I`2午 .公 i刂 作为资中甚最 L要的堪础设施矬设和国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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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运古⊥体lFl地位不会改变.将继续徘到符级政府的苻力支扑 ,

公司治理与甘理

产杈状况与公司治理

公

"足 "有
独资公川.钺个 2011年 未.公

"注

册资本 l⒛ 亿 lL.

实际拄佧刂人娃谈!{L!人 民政府.公 川核照现代个业伟刂
`芟

硅讧并逐步完

牌法人洽F‖绌构 公川不设股尔会,设 节+会 ,成贞为 δ人,职△代

夜 亿,共他芾牛会成;l|谈 巾 L甘 大民政府指定 公 刂设Ⅲi}会 ,成

;t为 ;人 ,职 0代表俩亿·j〔 他 h}|‖ +l仃 资产

"t督

什卿部闸任免 ,

临}会⊥席和蒯 L席 |资 巾珙大k政府指9t 公

"设

忠经理,总经卿

对苄艹会F,莳

战硌与刂理

公

"作
为资屮L1雌  r灼 lt础设施投融资佳设和l川 亻i饪 产经什}体 ,

共发肢△谈巾91lt划 和发展联系紧密 公 刂r成 △以来柑行融资、投

谈丌发 刂亻i谈 产经什计卿、 "砼△产I lrj、 砂亻i啖 源竹理等职能 ,

‘∶lL进 L1域经济发腱的司时实lt r公 刂r呀 的发展 未来公川}|划投

资参股小额贷款公 凵、肜业公川、水务投长公川井将投资组硅物业廿

胛公

",不
旧i打 i宽经竹范田·捉庙资本运作能 ,J,实现△大效希 公

川设综介什胛部 财笄肖j、 融谈部、投谈廾发部,符 nl,氵 】职责明确

公

"对
各部丨j|刂 定 r明确r沟 规 }l.l歧 ,仵部|j各 负jt贳  相△配合、

|H丨 i|刂 约,形成 r钕为完并的内部j扑制体系

抗风险能力

总体来石|公
"发

肢 0谈 中11辂 体发展规划纬台钕为紧密, 未来

l|将 承扣!钕 钐ll堆础|设 施建设顶H,并继纹 lf箩刂政 ll的 攴持,公 {刂 堆

体抗风陆能力很弘

财努分析

公

"+,供
r⒛ !2`⒛ !1午 ll务报衷.北京兴华会}|帅 }务所 ll↓

殊普逋个伙〉对公 刂⒛ 12`⒓ 0"勹 i财 务报农进行 刂△}{.并 I||其 r标

llF尢保稆意吧n勺

=午
连

"j"i计

报告∷

资产质工

近年柒,公司资产规杖持⒋刂长,资产以沈动资产为主 :流动资

产中应收县财玫局挟项和存货占比铰宀·存货大郜分为±地仗用杈

20!2-⒉ )!1午未公 刂的总饺产保掎嵇定l。lK.公 l"资 产以拓i动 ·,i

产为⊥氵住总资产屮的 i比分刖,Nl m8!u|、 6ob!吒和丨b2m叽。

公

"n勺

流劫资产以饫 Tl资 命、|ψ收账款、共他应收款杓i存货,Nu⊥ ,

公 i凵 l,+币 谈个以银彳i存款为⊥,⒉ )!亻 午未公

"货
卩谈命司比 卜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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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投资增长所致.同期,公司应收账款逐午增长较快,2014年末

应收账款中账龄在 一年以内的占比 C5ol%.1~2午 的占比⒛ 3码 .2~
3午的 !、 比0勾吒.⒛ ll年未应收账款中应收县财政局款项占个部l=收

账款的 79们 %氵 ⊥要为代矬工租款.2014午 未∷公冂其他应收款屮账

龄在
—

午以内的占比 18⒉%,l~2午 的 1比 ⒛ l;%氵 2~3年的占比

】⒓7孙 ,3-"午的占比 2θ 91%,1~5年的占比 】0咽%,账龄较分散 .

同期,共他应收账中应收县财政局款l ll占 个部 j乓他应收款的 阴 1啷 .

为公司 1财政局的往来款顶.公司的存货大鄯分为 H她 lt用 权.⒛ 10

午未为 23妁 亿尢氵为股东的 |∶地使用权出资及子公司谕州路桥的△

地便用权,近年来逐年略有增长

公 日的 }流劫资产以川定资产和在建△租为圭 公

"臼
定资产以

房咫矬筑物为主.另 外有吵董的办公及共他设备、运输设备和电「设
备.公 刂的在建 l∶ 程⊥要为资屮县内的本础设施、棚户区、 |∶ 地椎理
等项甘,近午来公司饪建T程钕为稳定 ,

截个 ⒛!1年 末,公 凵共冶账面价值 h0$亿尢的J△也用 刂
:抵 j「 佶

款

综合来杆氵公司谈产规模ll持稳定坤κ,流动资产以存货和丿̀V收
甚财政局的款项为主,资产流动性不强,预 }未来 !~2午 氵公司在资
中县城市建设中将继续承书!较 多的本础设施建设项 H.资产觌模仍将
有所上升.

资本结柄

司资荤芟苫拄翁旱屐胪 椠琵饣萁 荇勰 ∷蘑獾 玄鸳蘑1翁
务将六拒珀长i将面临-定的铵偾压力

公 j司 债务规模近年来钕为稳定,仑部为银彳i借款,⒛
"年

未起公
司负债以非流动负债为△,2o″ -⒛ H年未氵有息负债 吁总负债比重
均维持在 m%左 rl.|司 期氵公司谈产负债率分另刂为 !$l!%、 】H~%和

项 目
⒛
"年

木 20】 3壬F爿定 2012臼|爿良

金额 占比 佥额 占比 全额 占比

资产总计 54 41 100 0o 52 13 100 00 40 ?6 100 00

货 阝资命 o9⒔ 】 ?! 2 ()7 j 97 26) 5 2θ

应收账揿 |; ()亏;
p 2树 ! ⒔!)

j 19 0b! | 2a

共他lr收款 4 27 7 $^ 1 2〔 81 亏 21 】()。∶

存 l,i ⒓j 19 {3 1氵 ⒓2 9⒋ {4 !1 2【  lb !∶〕 :,⒔

流动资产合计 33 78 62 0迨 31 6C 60 61 29 7￡ 69 a1

同定资产 8 |3 !0 勺

"

09】 1s 25 0 7‘ ∶|∴  54

在建△稆 ll ⒙? 2】  "! !) {∶){∶) 2| 9刂 】∶〕i卩
() 25 ;a

非流动资产合计 20 63 37 02 20 6a 3o a9 20 00 40 1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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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凵债券估用评级报告

!77码 ,资产负债率水平很低。

公司的愉动负债⊥要 |短期借款、应付账款、共他应付款和一午
lil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构成 .zll1‘ 午未,公 刂应付账款为 1!7亿 元.司

比增长
"ll%,仝

部为应付工租款,主要为对四丿|泸 川通达路桥有限

公司、lq川 朱慧矬筑工程有限公l刂 、四川新润建筑△租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资中西 亩水泥有限公i"布 l南 兴路析工程有限公

".同
妍,其他应

付款为 l们 亿尢,Fnl比有所下降,丿 t中包含 0钧 亿元往来款和 063
亿元收到各施Πl唯位的保

"H命

.

公司的非流动负债为长期估款 ⒛ 1‘ 午末,公

"长
期借款为4"

亿尢,仑部为抵押借款 .

近午来公司仃启饥债相对稳定,在总负债ψ的占比在 7oh″ 右,公
川的询t负债主嗖为κ期亻∫息负债,截舍⒛ I‘ 午未,公 刂有忠负偾期
阝k结构在未米 乍以内占比较高.本期债券发 l|后 ,公 刂有忠债务将
火幅捉升,将面临

ˉ
定的偿债爪力 ,

⒛12~20】 1午末,公
"流

动比率分别为 7oo衍、。⒔7倍和 6茄
估氵逑动比率分别为 202估、】46倍和 |叻 倍丿从指标上看流动资
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枉度较好,但受 H地出让变现攻其他应收款回收
脚期的髟响较大 .

⒛ !⒓ ~Pll14乍 未,公 刂所有者权益分刑为 佃
"亿

丿o、 ” ” 亿
尢和

""7丙
亿尢,逐午有所增加,⊥要足公司收到资产划拨及迫加投

资使资本公枳增长所致 .

截至⒛14年未.公司尢对外担仪

项 目
⒛H年末 2013尘 F爿定 2012士F爿良

佥顸 占比 佥颌 占比 佥颌 占比

流动负侦 ;j⒓ i;:9 ()i o8f 00 阝? 42 4? !(

△流动l,l债

"∷
1A 9_ |8| j9 ‘ ∷! 7( 52 ⒙1

负偾总额 96i 100 0( 9 71 100 0C 901 100 00

育息偾务合计 66i 68 41 6`【 60 2( 6衽 j ?1 25

知i期〃|挟 ! 2 !2勺 l ! l 12 ⒓( ()B⒓ 9 !

乍内到期的非洫力负侦 ! 0[ !0 亏「 !7( 17 ," () B1 9i↓

长朋供挟 !|〕 】 {{ 0| ;B( {;θ  】 ! 76 ;2 81

资产负偾率 17 7亏 18 6⒓ 18 11

(1丿 丬年 (2,3]=日 “,田年

!9



人岔国盯贺后砰估肓田岔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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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未来 1~2午 ,公词在资中F=I建设中将继续承担较多的基础设

施建设I,l目 ,本期债券发行后负债规模尤其是有忠负债规模将有所i睥

长 .

盈利能力

⒛14年 ,公司的茁业收入坩长较快氵政府朴助收入是公司利润的

Ι≡来泺

20I亻 午,公 l司 砂石、混凝△销售业务增K较快带动 F茼业收入及

乇利润的上涨,公司乇利率水半较为稳定应

项 目 ⒛u年 201B生9: 2012生芦

亩业收入 { 6】 】 亏3 ! 6o

苘业成本 3 79 I ⒓弓 ! 29

堋

"j费

丿ll o∶∶() 0 l】 0 ∶2

苻1⒓苄刂氵卩目 0φ ll () 】5 () :∶ ∶∶

政府补助 o "9 0 ;8 () 52

利润总额 】 ()2 0 67 0 72

净利润 0 8; 0 61 0 65

乇利率 !8 ⒔0 18 3‘ {∶∶! 亏0

总资产报酬率 2 亻9 l 00 2 17

诤资产收益
j年 !90 1 14 ! 60

近午来,公
"期

nl费丿H有所波动.以管胛费用为△.⒛ I2`⒛ 11

年,财 务费∫H分圳为伤1u万 ,L、 l'4~刀元和 讪4药 ”丿:,lj务
费用钕低,⊥要娃公

"在
建△租较多,利息资本化钕多所致

⒛ !V-⒓ 014午 ,公司利润总颔何所波动,公
"收

到政府补助占利
润总额的比埴分刖为 ″ ″%、 陆 W%和 仲 0码氵放府补助赴公列利润
的哐要来源 ,

预计未来 l~2午 内.公 ill竹 lll,收人掐洎所增κ,政府补助收入仍
将是公 日利润的⊥要来源《

现佥流

公司经0挂现佥流有所波动,主要受到政府郜门住来欹项结扌月
期形巾·对伍努的倮冖能力不巾定

公丬经苘性诤现金流近年来有所波动.是 由十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流入主要为 △政府部门的往来款项.经甫性现伞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与政府部门往涞款硕结算脚期及进度的影响,⒛】3公 刁经莳性现命流
同比增 κ较多,⊥要走由于公司收到的往来款增幅牧大。

20⒓~⒛ ll年 ,公司投资性净现金流均为挣流出,这娃曲于公司
投资建设的⊥要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氵顶日投资规模较大.⒓oll午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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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投资攴出lol比 有所 卜降,投资性现金净流丨

"Fol比

有所下降.公司的

经矸活动和投资活动所需的现金支出主要依推筹资性现金流人 ,⒛ 12

年公司吸收股东投资较多,当年筹资性诤现仓流较高.

顼目     |型竺叟⊥ 2些 笾 |⒛⒓年⊥

瑾矣耗馈茉浯—— ˉ
{γ

∴吖瑞·亏+|
|经

|甘性诤现仑旒∷流动贞磕 (瓦) ^   ii"^ 乃2。百丨  ~△
|经竹性净现今流`总负债 〈、丿)      b"   ⒓

"经仵性氵】现个流利息倮障倍数〈亻占)
÷() 臼氵 ⒓ 28 0 j$

⒛丨2~lll l午 ,FB11V^利 忠保障倍数分9jl为 2"衍 、2拓 估和I

l帏 倍; ol期 ,经苒‖净规命iFt利 息保障“数为 o3"衍 、2"倍 祠!

m"“ ,经啻忤渖现今流对利息的倮阼能力不弘.

总体来rl.受到氵j政府往来款顶结馆用期的肜响,公 il经 竹‖净
现命流波动性较大,对债务的倮障能力其泊不确 ,I‖ ,

偿侦能力

公j"资 产+nt模 倮持稳定增 κ,应收县财llk局 款项以H△也使∫卩权为
⊥的存货在总资产中 、比较茴甘致公司资产浙j动 性不强,ll j着 公·l承
扫 t多 的基础设施建设项

",未
来资产规模将持续扩大。 司时,公 刂

负债规秩将仃所波动 .有忠负债以K期 为
=,资

产负债率水+很低。
另外,llˉ 着公诃业务范出的扣大,,lll I年 以米芦

"L收

人坤 κ较快,公
司砂石氵|它凝 ∴销佐业务具仃区域性优势.预 i|未 来仍将有所提升.受
与政府往来款顶绀算川期的影响,公间经莳性觇个流的波劫便得对债
务的倮陴能力存在一定的不确,l‖  公

"作
为资中甚唯 的莓础设施

投融资吊l Il rl资 产经仃及资本运仵⊥体,行刭政府在资金注人、财政
补贴等力面lFj大力支持.练 |∶ ,公 刂其仃很怔的偿债能力 ,

偾务肛约估况

+F【据公

"提
供的屮囱人民银lT个业堆本|i用 估忠报告氵截↑ 2o⒖

午 6月 1H.公 l川 本部有 笔大注类贷款.未 曾发生佶贷违约丰件 ;

截午本报告u|具 H.公司未在债券市场 丨:发行过债务触资△具。

担保分析

保;贾茗擂县窍黼

捉供了全扭无条件不可牡销连蒂i任保证担

瀚华担保前身系啦庆瀚华估用扣保仃限公司,成立 F,l,o4午 氵由

2】



l添 茁瓮冕盯秀厘翮 叹岔圉
公词l0l券信川评级报+

海 哲居华源贸易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格林岛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

建,初始注册资本 I00亿尢。向成讧以米,瀚华扭保进行 r多次增资

扩股及股东变更.截至 2012年未公闸注册资本为 20邮 亿元.20ln

年,瀚华担保进彳j立组并转为股份有限公词,截至 2o】 3年未注册资本

增午 mO0亿元,其 中瀚华仓拄股份有限公司〈以 卜简称
“
瀚华金控→

持股 9090"|氵 革庆惠微投资有限公

"(以
下简称

“
重庆惠微

”
〉打股

0ll%.⒓ 0【

"午
8月 ⒛ 日,瀚华担保增珈注册资本 ;00亿 9t,宀 |瀚华

盒控与‘Π庆悠微按原持股比例以货 Tj方 武认缴 截乍⒛!4年未,瀚华

担保注llll资 本 35∞ 亿元.瀚华伞扑持股比例仍为 叻 ∞%.

瀚华【u保 自成i以 来就是以中小个业为 H标客户, 孛江为叫i小 企

业+t供舳资扣保服务 瀚华担伙以丨Π庆 北京、南京 氵尢冂和丙安Ji

个上婪城市为依jL,矬设山南、华北、华东、东北和V0北γi大业务H
域.在个国范同内提供融资性书!保 、屐纩j担 保、财产伙个扣保等纽合

伞融服笄,截钅⒛ !】 年未,瀚华扣!保设有 V‖ 丨瀚华融资扣!倮有限公司、

北京瀚华融谈担保有限公 刂和辶宁lhl华投资扣保亻j限 公

"⒔
玄个资亍

公

", 
司时在辶宁、大连、江苏等多地设 讧了含ll!7珠分公 司,信川

押保营业网△己枝盖l+内 19个省,技 蒂竹级 -域较|,截至 2o"年 b

月未,瀚华扣!保 以+u保余额的

`i比

火看.重丨大和V‖ 丨为公i刂 亚务的主
要市场氵在保余额合汁占比超过 nll‖ |.

氵t.⒛ ll午 !-6川 总资产收益率杓|诤 资产收益丰未外乍化

数据来源:昶据瀚脂担l+提供谤料驺堙

顼 目 ⒛H年 1~6月 2013年F 2012生F 2011年
总资产 ‘1 B0 4⒔ 92 |;b 8讠 ‘()∶!l

诤资产 {亏  7⒙ 3丨讠 74 ⒓6 ⒙7 2‘  0j
*收资本 ⒔00() 30 00 20 H6 !0 0δ

什业刂攵人 5 1" 尔 1B !0⒔ ; 9 78
投资收斋 () a∶ j 0 58 j 5讠

! 0刂

氵0千刂
"H

⒓ 0" i {3 (:|{`, { 71
扭仪代偿彳i← ) l {() 1 6】 l ∶∶!! 0 |0
il+备 个拨斋率

"→

4 0I { 25 1():; ⒔  17

在保氽额 2i;2 56 2!礻 00 !46 "φ 丨42 !丨〕

担倮放大比例 〈倍 ) φ 50 6 ⒔】 5  !7 o 92
总资产收前率低) 亻 00 ; 亏a 16 "9 Io 6B
诤资产收益衤α|) 弓 B7 47∶ 24 96 2b 92

蔹个 zlll L年 6月 木,瀚华担保在倮余额 232砧 亿元,集巾溲墩
高的两大担保行业分圳为制迫灰加△业和商贸业.在保余颔分刖为
而 们亿元和 m lll亿 尢氵饣i占在倮余额比例分别为23"%禾 l” ll)%:

建筑行业在 l+佘额 40m亿尢,所 占在保余额比例为 17夕%.整体来
看.瀚华担保担保业务行业集巾度较高,不利 △分敞业务肪1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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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l⒔ 午末,瀚华扣保总资产 43陇 亿尢,诤资产
"7亻

亿尢 ;

在保佘额 21⒔ 00亿元.担保放大比例 63!倍 ,’ll!3年 ,瀚华扫保实

现营业收入 8娴 亿元氵其中担保业务收人 62!亿尢÷实舰诤利润 】们

亿兀:总资产收益率 →m%,诤资产收益率珏71%.

截钅⒛14年 6月 末氵瀚华jli保总资产 妞 H0亿尢氵净资产 n5m
亿元÷在保余额 2n2阮 亿尢,押保放大比例 6o0倍 .2011午 i-6
月.懒华担保实现营业收入 5!8亿尢,其 屮担保业务收入 3茄 亿尢 :

实现诤利润 201亿元;未经午化的总资产收斋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

为 1b叽和δ87%

综合来行氵帕华ll保控股股东瀚华个扑仵为内她苗玄在吞港 :市

的民

"普
总个融服务投资架团,实力雄艹 小微金融服笄iF~川 丨,能

为瀚华担倮捉供 定的资个攴ll 司时氵作为旧内lt模较大的民什担

保机构.瀚华 1。 保 与多家银行矬亡r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保‖审

浜经常的卑础 ∴,各顶业务多尢化发展,在保余额逐年增长.资本实
’J稳 涉增强 大公对lhl华扣保 2o15年 度估川等级评定为

^Λ

.评级展
屮为稳定, "共为兴负公 刂发彳

`的

不超过 卜亿元公 刂债芬提供的个额
尢条‖不l刂揪销连带苈饪保证丨!保 其仃很襁的蹭佶仵用 ,

兴资公川是资巾1t唯  的城市本础设施投融资建设上体和投权范
田内l± 有赍产经古菅卩1f0资 本运作⊥体 近年来.内江市和资中块经
济保持较快发展,资 巾甚经济体童在内江市下辖区共中实力钕强,公
i刂 在资中县的经济社会发肢巾其有耵要地位.l+徭较火的资个和政府
补助等攴+l~⒛ !1年 ,随芾公

"业

务范m的饣大,公司竹ψ收人增κ
铉怏 ,亻H公 日利润仍然主要来濒 r政府补助, 司时.公

"经
仃性现舍

拓t有所波动,受政府往来款项纬算ljl期 的彬响对债务的保障能力其肓
不确定性.随着公司纰续水担资中L|重 |i錾础设施娃设项目.未来而
临 -定 的资本艾H|爪 力。”外,瀚华担lo为本甥偾券提供 r个额尢条
件不

"掀
钌i连带贲住伙证|!l+.其杓很弘的坤估作川 ,

练合分析氵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ll,本 期债券到lld不能偿付的
″1险很小.倾计未来 I-2年 ,公司在资巾县的lE要地位不会改变.仍
将得到政府的大力支lF氵 公司△产运营保持稳定, 川此,大公对兴资
公司的评级枝望为稳定 ,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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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级安排

自评级报待出共之

"起
,大公 司际资信评估垧llk公 司 〈以 卜简称

“
大公→ 将对资屮县

兴资投资丌发矢 il有 限赍任公司 (以 卜苘称
Ⅱ
发债主体

”)进行+l续跟踪评级 .持续跟踪评

级包拈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胨评级 .

跟踪评级煳闸,大公将持续关注发债主体外部经什环坟的变化、肜响共经什或财务状况

的[Π 大事顶以农发仕主体腹仃债务的情况等川素氵并I||具 跟踪W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发债上

体的佶
"j状

祝

跟踪 l+级 安排包括以 卜内容 :

!)f艮 踪l+级时问安排

七期跟踪l+级÷大公将在本期债券 rF续期内仃年
"|其

 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

不定甥跟踪评级:大公将住发△彰响评级报仵结论的jΠ 大事顶Fn设 田进行跟踪评级,在

跟踪评级分析
j̄束

后 卜!个△作}向监符部 |j报 告."发布评级结果∷

2)跟粽评级柠序安+ll

跟踪评级将按照l收矢评级所斋资节、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H|其 评级

报伊丨、公告等柱序进行 .

大公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绀果将对发债主体、Ⅲ|管部门及临管部门娈求的披佛对象进

彳rllk廿礻有

⒔)如 发债主体不能玫时提供跟踪i|级所需资 +l氵 大公将根据有火的公开估息资料进行

分析并调辂信丿

"等

级,或土而j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估用等级失效直个发债主体提供所需评      ,
级资料.                                          !

|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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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截至⒛14年未资中县兴蝠 苊钎乡捐琊扣眸萜阎

资 |昙人民政府

资 冖县财政局

赍 |i县 兴资投资开发集冂有限责|r公 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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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截至⒛14咖 县期纣脚 发辋团郜崮 彩圬诌纟留范图

资中县兴资投资开发集团有llt责 任公司

监苇会

莆芋会

总

'阝

雳叟

琮
台
什
理
邯

财
务
部

融
资
韶

投
资
圩
发
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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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资中县兴资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丿j元

年 份 ⒛14年 2013生F 2012硅F

资产类

货币资全 9、 3!; 2() 69b 26. ⒔16

应收账款 亏0.508 !拭 ,20(|9 (:|, lj7

共他应收款 12亠 0φ 4 !∶〕,:):;:; 52,102

存 l,+ 2:1,⒙ 71 2⒓ 9 91() 2H,6"
流动资产介讠| ;|?,⒙ 2】 j丨 5,97H 297,;0B

H定 资产 H!.2$; 09 07(i b7.⒔B3

仁建 :秽 】iB,h00 】j().Ol纟 丨27.()26

肛流动资产台计 ⒓06, lll0 20, ()!9 】99 p81

总资产 亏11, !⒓ 7 ii2! 3∶!” 197 ;●9

占资产总额比 (%)

货币饺全 ! ?1

` 9氵

; 29

应收账款 臼 2" |礻  刂.) 】 ⒓j

共他应收扶 7 "1
{∶丨 !{i| !() 03

存货 1a !7
"1 

】】 42 53

流动资产台

"
C2 ()8 b0 61 59 gj

同定资产 I4 0‘ !礻  2; !; `;4

仃建 ∴秽 21 ⒙】 2{ 20 阝⒔
}流动资产台 | 37 92 |9 j9 4() 19

负偾类

短期借款 !∶〕
,
阝00 !!.9()() B.200

应亻刂账款 !1.b"5 卜.7!{讠 8,⒓ 95
共他应付栽 !1,2;0 l臼 1:;丨 j6 {;80

午̄内到lll的 仁流动负亻丿i !0, !,-)亏 !7.02ll 尔,⒔95
流动 F,。 债介

"
;∴ ⒓讠l o“ 亠B07 12.19b

κ期估款 !3,1}0 礻|∶ |,!∶ !{【|! 17. o】 0
负债合计 96. 6b7

hν

0B卜 90, !0b
占负偾总颌比 (%)

炖期佶款 】2 93 !2 26 0 !0
应付账款 12 0cl g 97 92】
乓他应付麸 】0 ?4 !0 ?⒔ ∶8 1B
一午内到期的△流幼负债 】0 55 !7 :i" 0 32

流动负债介计 55 ()? 60 5?

"7

≡b

κ瑚借款 1‘  93 ⒔9 4⒔ 52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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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资中县兴资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续表 4〉

ψ位:万 元

年 份 201刂年 2013生F 2012生o

权益类

卖收资木 (殷本 ) 12.000 !2,00o 12,0()0

资本公积 36⒓ ,097 {j4?,亏 ()4 3⒔ 6. 9‖ 4

盎余公积 2 !】 () !.5〈)" 776

未‘∫酉己苄刂润 ♂$亠 θ3$ }1-2:9i, ⒓亏,

"21所有者权益介计 j刂 7 16() i⒓ 1 2】 ! 1()7.11⒔

损益类

营ψ收人 刂6氵 400 !;. }"! !b,"⒙ 7

营业成木 ;氵 ,9!() !2氵 亏27 】2.丿 {⒖

胥卿费川 l I!" .∶)|! 7|⒔

财务费|" 50" 丨21

营业利涧 ;.{.)|!|! 1;讠 7 !∶ |. !;2

莒亚外收人 刂 B勺 ll 亏,臼亏氵 o. j68

利润总额 j() 2】 6 b 721 ⒎ ∶〕()o

冫争礻刂氵旧 8.刂 9p b,!!0 6.6()9

占营业收入比 〈%)

苜业成本 8! 70 8】  bb 7B 16

眚理费丿

"

|; {∶)5 6()? 4 1刂

财务费|" ! 00 o $】 2 71
亩亚利润

!∶⒉ 8ll !0()2 1a ob
眚亚外收入 】0 吕6 犭8 !8 3】  3;
利润总额 2⒓  0⒓ 13 卜3 43 07

诤不刂润 !H a∶ ! :9 8J 39 1B
现金流类

经什活动产{的现今流噎诤颁 b,127 !!,·!i卩 卜 -】
,6(i;

投饪活劫产△的觋全流量冲额 -6氵
—●

●
●
氵 -24,061 —⒓3,δ 92

筹资活动产△的现仓流贵挣额 !,61ll 6.965 25,刂 卜饣

财务指标

F⒔ 】! 】3氵 。70 {|), 9!1 l0.B(坫
EB】 T0A

】4
一b

!!,3亻 亻 !△ ⒍i9

总Fl岩 负债 66、 】3] 6?,2!0
火
ψ 205

2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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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资中县兴资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续表 2)

年 份 2014年 ⒛13年 2012年

毛利率 m〉 lH 30 18 34 21 5‘

啻业利润率 〈叻 !∶) 89 !0 02 !3()0

总资产报酬半 〈叻 2 40 1 90 2 !7

诤资产llk益 率 ("|) 190 1 14 1 b()

资产负亻贞+^〈 %〉 !7 ?? lB 62 !$ !】

债务资本比午 (叽 〉 12 8" l3 68 !⒔  0】

长 l0l资产适介率 (叻 2;7 9亏 225 21 227 5,

功t'0j廿匕)午: ({||) b j5 弓 |;? 700
珏仂比{〈 倍 ) ! 9讠 1 16 2()2

保寸速动比+|亻宀) () 】H () j; 0 6⒓

存货周转天数 〈大 ) 2.2()0 0h 0 t;1‘ B7

ll收 账妆周转天数 (大 ) 26b ;φ 2s5 63

绐‖性艹现命流|流动负偾 〈叻 -l! 17 22 G6

经什性挣Imt全 流
·
总负债 〈V 6b{∴ !2 ⒓6

经仕性诤现全流利岩保障竹数 〈倍 ) o 87 2 28 —0 礻8

EB1利息倮障倍数 〈亻宀) ! B'! ! 97 2 1H
EB!Γ”∧利息傈障倍数 (倍 〉 【 u亏 2 2亏 2 67

现全比午 (叮 |) !7 o(丨 3, !9 b1 9‖

现个Ll坭率 (V
2⒔ 2! ⒔2 77 bo

扣!亻9专 比丿仁 ("|) ()0() 0 00 「l()()

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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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侦券佶丨材l△级掀屮i

中位:万元

年 份
⒛ 14年6月

〈未经审计 )

2013年 2012壬F 2011臼F

资产类

货币资仓 124.6b8 133, 890 !01. 764 l()φ
.

一φ

存
"|担

伙倮
"1金

l01.99卜 】;3. 32! !36.

"98
l01.704

应收账揿 2、 ?H◆ 2 78() 761 822

应收+l伙 费 0 0 lj 0

阝V刂 k亻弋饣共款 丨7,8】 7 !t 75讠 .丿 ,丬

`!1
9;2

预ll款项 10 ;⒓ l⒔ 0

共他应收款 15,`09 2.B0小 2,902 !犭
() 31卜

诿托贷挟 ⒔9. ⒙bt 6⒔ .98⒔ ⒔2.{i|2【 l
·!7-372

仃出担!保 倮证全 jo4, 99$ I鬲 |,32! 】⒔6,卜 9{∶ l 】b1, 70‘

应收账挟 2 7"() 2 ?{!|() 701 8⒓ 2

"收
扣!保费 0 0 o 0

流动资产 {`"9,29|〕 3?讠 .101 讠0o,711 s40.766

长期股权投资 〕∴φ⒓; 3氵 62与 1刂 0()!

"! 6⒓ "H定 资产 C. 】9】 b. 171 】.957 】.{∶ !{:i!

抵债资产 0 0 0 0

长朋待摊赍丿

"

0 1.2C⒔ 1.'99 992

非流劫资产含

"
o8,70; 6⒔  `8j

●
ψ 5"2 6!,g67

资产总额
""7,勺

95 43.) 1B? {0B.2⒔ 6 !÷}()2. 】⒔‘

负偾类

存人扣傈倮证舍 1010 s氵 39() I艹
.
080 !07,

φ
°

预收账嵌 】、82" 0,54o ! !29 2,7〕2

预收担!保 费 0 o o 0
0ψ 付职 冖薪酬 951 |,296 ?b0 ⒔.o31
应交税赀 2.5()5 o氵 ‘】6 j, (|i()3 7,3?|
应付股利 0 0 o o

共他应付款 】⒓b b】 7 173 17|
担倮赔偿准斋 1?,4⒔ ! ●⒙,40? 27.$7; 2】 ,{|)I,∶ }

未到期贳任·
lL备 仑 ⒔2,5句 ? 28,95】 20氵 240 】$.877

}流动负债 $o 80 】⒔5 8()

负债‘颁 ,|}(), !"6 10】 ,7|! 99,亏 95 】6!,8?;



单位 :万元

年 份
2014年 6月

(未经审计 )

2013壬F 2012年 2011壬l:

杈益类

实收资本 〕00,0()ll ⒔00,0()0 209.550 190氵 50o

资本公积 ⒙2 82 9`882 !.920

楹余公积 】l l|.}I∶氵 11 !'2 q,92| a.t88

殷风险祚备 !3, !18 !∷

"8
】l !08 j,'B6

未分配利涧 !【 |、
()|)1 !3,()9刂 27 927 礻9 70|

所有扦权益合讠 〕阝7,树 49 |Ji氵 ,'】 4心 268. φ90 240.

'o9
损益类

古业收人 ;1 卜

"0
H4,79】 !0讠

, 9氵 ,

●
φ

t营
"L务

收人 ;3. 40⒔ 02, !"! oo, 7尔尔 15, ◆6B

委贷
"L务

收人 F讠 ,()40 l!丨讠(|() 9i726 】9.();6

共他亚务收入 B"2
卜∫

】 !j0 !,:;():)

投资收益 ⒔、 !$; 亏,"11 3o ⒔{6 lO lB0

估业总成本 |! ()}礻 6 4.7‘ B ] 175 2j,755

竹业税全及附加 !)θ .().)! 72, 641 !j0 ‘'1,[犭 !B

徜售坍用 】.""0 !.9$l ∶!,()i;l 2,88t

狞理贺用 !2、 0】 ? ∶〕:;,(〉 (9礻 17."61 !6.262

资产减值损失 —?08 3.⒔ 50 ⒔9 l“ )【19

倩业外收人 5()4 j,臼

"2
2.465 3. !32

古业外支

" '臼

H|; 9b 20

利润总额 ∶j_1,∶〕!0 !6,0宀2 70. 53】 ;6, 7】 7

所待税 2,尔 !2 】,?ψ ! 7,013 .|),

≡b

诤利|+l 20,10|l !4.2bl bj,;!〔∶丨 刂7, |讠 6

现金流类

经啻活动 |艹 △的现令流董氵1额 ÷⒔6,{;亻 {;
—】2, 505 ÷69,2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挣额 23.刂 02 {∶!,62(:| ÷】2,()26

筹资活动产牛的现全流岢诤额 54,40弓 ÷
22氵 H60 81.⒔94

现佥及现命等价物诤增加硕
"1.011

-26,739 !22

期初现金灰现今等价物佘颔 ∶!〕 {∶),0{讠 {i| 16,776 46,651
煳末现全及Imt金 筚价物余额 6】 ,b82 20氵 ()38 16,776

屈公←弈斧冕蛋至厦聊 慢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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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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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瀚华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续表⒛

20"亻F!-6月 总讼产收益率 挣ri产收益率太经午lL

公ol侦 券信”|评级报告

唯位:亿元,%

年 份
20144FO月

(未经审计〉
20】 3∠F 2012准F 2011壬l:

担保业务

在倮余额 ⒓32 56 2】 3 (!)() 】亻0 86 】12 !(:}

批保赀收人

`i比

b4 ;b ?礻 28 5" 02
^b

()t

担倮放大1L例 (“ 〉 6 ;0 6a】 亏  】7 弓 92

风险管理

ll保 lxl险拄斋今 9 |2 9 0亏 亏 05 ! ;1

准备命拨备} 1(" 1 ⒓; ! 05 {!7

扣!保代偿率 ! "0 !  (;】 ! 21 0 10

流动仕

流动资产

`i比

sb →() 85 4H
"|} 02

81 71

货币饼仓

`i比

⒓t $} ;0 19
`H 40

26 10

盈利能力
,

总资产收益准
" 

φ0 j 5讠 !b ‘9 ls bB

许资产收益率 弓 H7 1 71 1!|!96 20 92

资本充足性

丈收贺本 ao oo |00() 扌0 06 l勺  ()。

饪本诤额 41 71 39 {1 ⒓8 :b 21 ⒔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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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各项指标的计算公式

1 :利 率 〈%)=〈 刂一再业成本/诣 业收人 )× l∞%

2 竹业利润率 (")=营
"L利

润/苷业收人×100%

⒔ 总资产报酬丰 (叻 =LB11/年未资产总额×100吣

" 
诤资产收益率 〈ω =|争利润/年末净资产×!oo%

局 ∷⒔11=利润总额+li人叫务费|旧 l|利 t攴 !|

6 rB"V∧ =mIl+折 丨++ll销 (无 形资产摊钻+κ期待摊费
"丨

摊铂〉

7 资产负债车 (、 〉=负 {责总额

'长

产忠额×】ll"|

" 
κ期资产i迂

合苄 〈h〉 =(所有苻权益+非 il L动 负债)/拈流动资产×!o0||

9 债务资本比衤 (叻 =总有息债务/资 本化忠额×】0α |亠

!0 总有息债务-短 期有忠债务+长期有息债务

ll 知期有启债务ˉ 知
`期

估款+lV付栗据+共他拼j动 负债 (应 付知i期债券)+ 午内到矧
的非流动负债+共他办ψ付款 〈亻刂息项 )

!2 K期 仃息债务ˉκ期估款+应亻刂债券+κ期应付款 (付 忠烦 )

!⒔ 资本化总额=总竹息债务+所仃者权益

11 流动比衤ˉ流动资产

`流
动负债

!宀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lb 保守速动比率=(货 Tl资 个+lr收浆据+交 埸性今融资产〉∷流动负债

!7 现金比率 〈叻 =〈 货币资命+交易性金融负产)/浙 !=lj负 债×】∞%

!$ 存货月转天数=n6o/〈 莳HL成本/午 初未半均〃货 )

|9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η 6o/(苜业收入/年初未平均应收账款)

`0 
现金回笼率 〈叻 =销售商″汲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竹业收人×】o矾

扭 "B1T利七保蹄倍数 (估 〉=ΠBIT/利息艾出=m1T/(爿 人财务贺|日 的利七支丨|+资本      :
化利忠 )

∶
2⒓ ””1ll A利 启保障倍数 〈倍)=LBlT阢

`利

舟支|||=rB】 ΠD^/("入财务贺用的利世艾      、

"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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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何i券估用评级揪告

出+资本化利息 )

23 经茁性渖现个流利忠保陴倍数 〈倍)=经 苜性现伞流量净额/利 息支|L=经竹性现金流

最渖额 /〈 lT入财务费川的利息支d|+资本化利忠 )

⒛ 担保比率 (叻 =扫保佘额/所有者权益×lO帆

⒛ 经竹‖净现仓流/流动负债 〈%)=经 营性现仓W1量诤额/[(期 初JiFL动 负偾+期末梳动负

伤萧)/2]× l()0%

" 
经∴性冲现今拓t`总 负偾〈%〉 =经营性现仓流量诤额厂〈珊j初 负偾总额+却j未 负债总额 )

`2]×

】Ⅱ0虬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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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担保企业主要指标计算公式

1、 担保放大比例·担保责任氽额/公 i刂 净资产

2、 ln保代偿率=〈 同期)代偿支|1/(Fol期 )己解除担保额×10帆

j、 担倮业务收人比虫=(同期〉担保业务收入/(同 期)总收入×lo啷

4、 准备个拨备衤·叫
"倮

赔偿准备+蚀i期担保责任准备·κ期担仪责住准备+ 股凤险准备〉/

在倮赍任余额×i oll·

o、 单 嵌大客户担保比率=△ 一妓大客户押保在保氽额/公 刂诤资产×lo"|

6、 前 |大客户扣!保 比率△诃|大客户担似在保余额/公 川诤资产×lllm|

? 担倮业务收益芊 冯̄期担保业务收益
`Ⅲ

j期新签扣倮金额×1llll1

$、 忠资产收益率·〈∴期 )氵⒎fl润

`+均
忠资产×1“屿

匀、冲资产收益率一〈司期 )渖利润△冖均净·,· 产×m帆

l0 资本净额 公̄ 刁冲资产 短̄期担仪贡任准备+κ期担保责任河}备 {ll倮 赔偿准备含+ 般u1

脸lll备 κ堋l股权投资

35



吨囵u蚕瓮冕蛋罕厦蛋蜩叹岔囝

附件 7    公司债券及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

公ol侦券信用评级报告

大公公司偾券及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相同。

汨山级:偿还债务ll l能 力极强氵堪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彬响氵违约风险极低 .

AA级 :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

^级
÷偿还债务能力钕强,钕易受不利经济环坡的杉晌,违约风险钕低 ,

m臼 级.偿还债务能力 一股,受不利经济环境肜响较大.违约风眙 股 ,

口a级 :偿还债务能力铵躬,哽不利经济环蚍影响很大,有较

"违

约卜t陆 ,

B级 ;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 j· 良好的经氵并环境.违约脉1脸 llk占 ,

CCO级 :偿 lL债务的能 +J极度依ll j良 好的经济环境,违约“1睑极高 .

CC级 :在破产或jΠ组时 刂获待仪护较小,堆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

C级 .不能l~还 债务,

注:陈 A小 级,∞o级 〈含)以 卜等级外.每 个信川等级 l刂 用
“
+” 、 “ ”

符号进彳∫

微il,表尔略庙或略低于本等级

大公评缀展望定义 :

!匚 m丨 :存冶:有利川素, 股犄况 F,

稳定:佑 Hl状 况稳定.一股恬况 卜,

负乃丨:存石:不利因素.-股情况 F,

未来估用等级 hlll的
"1能 性较大

未来仁i用 等级调整的H1能性不大。

未来估用等级 F调 的 刂能性较大 .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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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等级通知书

大公报 D【 201” 477号

资中县兴资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受贵公司委托,我公司对贵公司拟于 201‘ 年发行的不

超过 8亿元 (含 8亿元 )人民币 7年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状况

进行了评估,确定 2016年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i+,资 中县

兴资投资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il-,评

级展望为稳定。在该债券存续期内,我公司保留对其信用状

况跟踪评估并公布信用级别变化之权利。

大公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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