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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ol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资有限公司

大公报 D【⒛H】 佣6号

评级观点
九江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
九江

城投
”
或

“
公司● 主要从事九江市政府委托的城市

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及相关配套服务、运营与管理 ,

九汪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运作,土地一级开

发及整理等业务。评级结果反映了公司是九汪市最主

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九江市地区经济

发展环境较好 ,公司得到九江市政府大力支持等优

势:同时也反映公司项目建设规模较大、面临一定的

资本支出压力,有息债务规模逐年较快增长、债务期

限结构不合理等不利因素。综合分析,公司偿还债务

的能力很强,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很小。

预计未来 1~2年 ,公司在九江市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方面仍将具有重要地位。综合来

看,大公对九汪城投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主要优势 /机遇

·公司是九江市最主要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主体,在全

市城市建设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

·九江市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地区经济发展环境

较好,为九汪城投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

·公司得到了九江市政府在资产划拨、资金注入以及

财政补贴方面的大力支持。

主要风险/挑战

·公司未来项目建设规模较大,面临
—定的资本支出

压力 :

·公司有息债务规模增长较快,未来两年内到期债务

规模较大,债务期限结构不合理。

大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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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城市建讠

⒛巧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公司债券信用等级:AA
主体信用等级:AA
评级展望:稳定

发债主体:九江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发债规模:"4亿元

债券期限:7年

偿还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

发行目的:项目建设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人 氏币亿元〉

总资产 28亻 .89    259,04    191.89

172.68    ⊥52.99    I2攻 .38

营业收入 17.16 20.69

3.35 3.47

经营性净现金流 -7.83    -27.22   -2茌 .‘ 7

资产负债率 α) 39.39 35.⊥ 8

债务资本比率 α) 33.36 33,03

毛利率 佛) 4I.32 36,θ5

总资产报酬率 α) 3,12

净资产收益率 铞) 2.‘ 8      2.73

经营性净现金流利

息保障倍数 (倍〉

经营性净现金流/

总负债 【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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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倮留对本期债券信用状况跟踪评估并公布信用等级变化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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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信用评级报告声明

为便于报告使用人正确理解和使用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大公

”)出

具的本信用评级报告 (以下简称
“
本报告

”),兹声明如下 :

—、大公及其评级分析师、评审人员与发债主体之间,除因本次评级事项构成的委托关

系外,不存在其他影响评级客观、独立、公正的关联关系。

二、大公及评级分析师履行了实地调查和诫信义务,有充分理由保证所出具本报告遵循

了客观、真实、公正的原则。

三、本报告的评级结论是大公依据合理的技术规范和评级程序做出的独立判断,评级意

见未因发债主体和其他任何组织机构或个人的不当影响而发生改变。

四、本报告引用的受评对象资料主要由发债主体提供,大公对该部分资料的真实性、及

时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明示、暗示的陈述或担保。

五、本报告的分析及结论只能用于相关决策参考,不构成任何买入、持有或卖出等投资      |

建议。

六、本报告信用等级在本报告出具之日至本期债券到期兑付日有效,在有效期限内,大      .

公拥有跟踪评级、变更等级和公告等级变化的权利。

七、本报告版权属于大公所有,未经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复制、转载、出售和发

布;如引用、刊发,须注明出处,且不得歪曲和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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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债主体

九江城投前身是九江市自来水集团公司,⒛阴 年 H月经九江市人

民政府九府字 【⒛腿】腿 号文批复,变更注册为九江城投,是九江市

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
“
九江市政府勹 直属的国有独资公司,由 九江市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九江市国资委

”)履行出资人职

责。⒛13年 ,根据九府厅抄字 【2013】 阢9号文件,九江市财政局为

公司注入资本金 9.OO亿元,同时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11亿元,完

成新增实收资本 20.OO亿元。截至 ⒛ 1吐 年末,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OO亿 元,实际控制人为九江市国资委。

九江城投是九江市最主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主要

从事由九江市政府委托的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项目的投融资及相

关配套服务、运营和管理以及九江市政府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经营和

资本运作,保障房建设、土地—级开发及整理等业务。截至 ⒛14年末 ,

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公司共 7家 。

发债情况

本期债券掇况

本期债券是九江城投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境内机构

投资者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协议发行的公司

债券,发行总额为 14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7年 ,为固定利率债券。本

期债券面值 ⊥00元人民币,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发行。本

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每

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即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7年末每年按照债券

发行总额⒛%的 比例等额偿还债券本金。本期债券无担保。

齐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 14.OO亿元,将全部用于九江市浔阳中

心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以下简称
“
棚户区改造项目

”
)。

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 ⒛,I5亿元 ,

金占总投资额的4G.狃 %。 募投项目审批、

通过发行本期债券募集的资

核准情况如下 :

弃投资金占总投资

比例
齐集资金投资金额

棚户区改造项目

数据来源:根据公 ol提供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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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九发改投资字 【⒛ 14】 410号

九环评字 【⒛14】 佣 号九江市环境保护局

九国土资函 【⒛ 13】 ⒊ 号九江市国土资源局

九发改环资字 【⒛ I4】 416号九汪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资料来源:根据公司提供资料整理

棚户区改造项目拆迁总面积 ⒛.⒛ 万平方米 ,规划用地面积 12.⒛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41.%万平方米,其中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筑

面积 ⒛.阢 万平方米,物业用房、垃圾站等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2.10万

平方米,建设安置房 5,⒆5套。项目建设工期为 3G个月,⒛ 14年开工 ,

预计 ⒛17年竣工。截至 ⒛ 1在 年末,累计完成投资额约 在.02亿元,主

要用于项目设计、征地拆迁及土地平整等前期工作。

公司与九江市政府签署了 《九江市浔阳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委托建设协议》,约定由九江市政府对该项目进行回购,回购总价款为

3锔,71G万 元,回购期限为 7年。具体回购安排如下 :

年度支付金额

数据来源:根据公司提供资料整理

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

⒛】4年前三季皮我国经济坩速放缓·主要经济指标仍运行在含理

区间:未来短期内我国经济将继纹保持平蒗运行,长期来污经济坩速

则将在中庙速区间内持续放缓,同时仍面临内外部多种不确定因东

⒛ 1吐 年前三季度 ,我国经济增速较 ⒛13年 同期有所下滑,但基本

仍维持在含理区间,逐步进入增速放缓、转型提质的经济新常态。前

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41.⒛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 比增

长 7.00/0,较 ⒛⒙年同期下降 0,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按可

比价格同比增长 8.bO/0,较上年同期下降 1.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同 比名义增长 16.⒕ ,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

12.矾 ,增速较 ⒛13年同期分别下降 4.1个和 7.2个百分点,受传统

行业产能过剩突出及房地产持续调整导致累计效应增加的影响,企业

生产、投资放缓,工业经济与社会投资增速下降明显。⒛14年 1~9

月,全国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0.“ 万亿元,同 比增长 8.1%,增 速较 ⒛I3

年同期下降 0.5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地方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同比增长 1G.G%,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⒛.3个百分点。同期,我国全

社会融资规模较上年同期减少 1.12万亿元。截至 ⒛14年 9月 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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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广义货币 (M⒛ 佘额为 120.21万亿元,同比增长 I2.O0/0。 整体来看 ,

⒛14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保持低速运行,主要经济指标增速较上年同

期均有不同程度的回落,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增收较为困难。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财政增收较为困难的现象,⒛ 14年三季

度国家在区间调控基础上更加注重定向调整。在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

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基础上,国家在货币政策领域继续实行定向宽松 ,

央行通过常备借贷便利操作、下调 14天回购利率、抵押补充贷款等方

式向市场补充流动性;同时国务院先后出台促进互联网金融、加快小

微企业发展等相关优惠政策,不断改善实体经济所面临的政策环境。

此外,围绕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和防风险的总体思路 ,

国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领域的投资力度,—方面通过改

革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体制、城市建设融资模式等继续推进城镇化的发

展,另一方面通过出台住房金融相关政策引导房地产行业消化过剩产

能,并带动房地产及相关行业的投资。其他方面,国 内消费需求增长

稳定,最终消费对 GDP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

未来将逐步
“
健全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
和

“
完善城镇化健

康发展体制机制
”
等,同时国家在棚户区改造、城镇化建设等领域的

金融创新也显示出政策层面对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重视。

从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继续呈现复苏态势,美国经济表现仍

较好,日 本经济有所好转,对我国扩大出口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

欧元区略显疲软的经济格局、日本就业大幅下滑、新兴市场金融动荡

以及部分地区政治局势不稳定等国际形势也使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定

的外部风险因素。

预计未来短期内,我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平稳运行,长期来看,产

业结构调整、转型提质将继续开展,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将在中高速区

间内持续放缓,并仍将面临部分重点产业产能过剩、房地产持续调整

及外部环境变化等不确定因素。

行业及区域经济环境

随古新型城镔化战略的实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具缶继续

坩长的空间 :国家在地方政府偾努甘理、城建融资摸式方面的政策调

整对地方投蚀资平台运作摸式产生深刻形晌

在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的大背景下,投资是稳定地方经济增长

的重要举措。⒛11年以来,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直保持 ⒛%以

上的增长,中西部部分地区增速超过 ⒛%,其中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是不

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十八大提出将
“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
作为国家

战略加以实施 ,在此战略指导下,国家出台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⒛ 14~⒛20年 )》 ,各地根据规划加大棚户区改造、城市道路桥梁等

公共设施的投资力度。未来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未来
—段时

间内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保持增长,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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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具备继续增长的空间。

在我国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下属的投融资平台类

企业在基建项目投融资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类企业主要负责道路

桥梁、市政改造、保障房建设、公共设施配套等建设内容,并通过包

括债券发行在内的多种渠道进行融资。由于投资项目公益性较强,收

益水平偏低 ,平台公司自身的现金流和项目运营收入通常难以覆盖前

期资本支出,地方政府对相关债务承担显性或隐性的连带偿还责任 ,

由此构成地方政府性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 ⒛13年 G月 末,地方

政府负有偿还责任、负有担保责任及可能承担—定救助责任的债务分

别为 I0,89万亿元、2.G7万亿元和 吐.⒊ 万亿元,合计 I7.⒛ 万亿元 ,

其中融资平台公司债务约占⒛%。

为规范地方政府举债、防控政府债务违约风险,20I4年 国家有关

部门多次进行政策调整,财政部主导下部分省市开始地方政府债券自

发自还试点,新预算法以法定形式赋予地方政府债券发行权,国务院

先后出台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务院关

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等文件,财政部拟定了地方政府性

债务清理处置办法。此外,发改委、交易商协会等债券审批监管机构

也不断调整和细化监管方式,并适时推出部分创新性金融产品。政策

的调整对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以及未来投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将产生深

刻影响。未来纯公益性、缺乏盈利能力的项目将主要依靠政府发行地

方政府债券融资,并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管理,公益性和盈利能力兼备

的项目则将通过政府发行专项债券或公用事业运营主体发行收益债券

等融资模式支持,而以盈利为主的项目将逐步脱离地方政府融资范畴。

伴随政府性项目融资方式的变化,投融资平台将经历债务的清理

整顿和运作模式的转型,未来部分具有实业运营基础的平台可能逐步

提高市场竞争力,进而转变为一股性企业,其佘平台可能面临业务收

缩、拆分、整合及额外的监管限制,并逐步转型为政府性项目的专业

管理者,在偿债来源、偿债责任等方面较以往的投融资平台划分更加

清晰。考虑到现阶段存量政府性债务安全、城镇化建设资金需求缺口、

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能够筹集的资金相对有限等因素,同时投融资平台

在以往的经营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资源且具备良好的运行基础 ,过渡

期内投融资平台的既有运作模式和融资方式仍将继续维持一段时间。

长期来看,投融资平台面临整体的转型分化,债务主要由政府性项目

形成的平台公司,其债务偿付仍然能够得到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覆盖 ,

安全程度相对较高,而较多涉及非政府性项目的平台公司则由于其债

务的复杂性,可能面临进一步的风险分化。

预计未来 1~2年 ,随着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新型城镇化战略的

实施,我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具备继续增长的空间,政策调整

下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方式和投融资平台运作模式都将发生持续性变

化,投融资平台债务整体仍将维持较高的安全度,但在转型过程中也

可能面临
—定的风险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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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交迁便捷,矿产、旅游等资源较为丰
=:工

业经济及日定

资产投资保持较高增速·地区经济发展较好口财政收入不晰提高

九江市位于江西省北部,地处赣、鄂、湘、皖四省交界处的长江

中下游南岸。九江是江西省唯—的沿江对外开放和外贸港口城市,重

要的工业、商贸城市。

九江港是长江流域十大港口之一,年客、货运量分居长江各港口

第二位和第四位。铁路有京 (北京)九、武 (武汊)九、合 (合肥)九和铜 (铜

陵)九铁路四条铁路相交;公路有昌九、九景两条高速公路以及 105、

316国 道穿境而过。

九江市矿产资源较为丰富,保有储量潜在价值在 4,OO0亿 元以上 ,

其中,黄金、锑、锡、萤石储量居江西省之首,铜居第二,钨居第三 ,

主要生产基地有瑞昌洋鸡山、修水土龙山金矿、九汪县金鸡窝银铜矿

等。九江水资源丰富,鄱阳湖有 5捣的水域在九江境内,面积近 3OO

万亩,水资源总量 I4I,8亿立方米,可开发的水力资源 32,9万 千瓦。

九汪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境内有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庐山和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鄱阳湖、桃红岭。⒛I3年 ,九江市实现旅游收入 佣I,阴 亿元 ,

增长 V,G%。

项 目
2013臼F 2012年 20⊥ 1生F

金额 增速 金额 增速 金额 增速

地区生产总值 I,601,73 10.4 1,420.10 12,0 1,256.珏 1 13.2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元 ) 33,500.00 10.1 29,785,θ 0 1I.5 26,464,00 12.6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84.83 13.3 621.29 14.6 480.97 18.3

固定资产投资 1,507.78 25.0 I,326,33 1,006.54 39.4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35,63 I3.8 382.66 16.1 329.74 18.1

财政总收入 280.20 26.9 220,86 36.5 161,81 38.7

数据来源:九汪市统计信息网

⒛13年九江市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发展,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7⒏ .83亿元,同 比增长 13,30/0;同 期,固定资产投资 1,507,78亿元 ,

同比增长 25.O0/0。 2014年 1~9用 ,九江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GⅣ .Ⅳ 亿元,同 比增长 I2.码 ;同期,固定资产投资 1,⒛ 0.⒛ 亿元 ,

同比增长 I8,码 。在工业经济及投资的带动下,九江市地区经济发展良

好,⒛ I3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601.73亿元,同比增长 10.00/0;人 均

地区生产总值 3.⒛ 万元,同 比增长 10.1%。 2014年 1~9月 ,九江市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⒛7.M亿元,同 比增长 9.SO/0。

九江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九江市财政总收入的较快增长 ,

⒛13年九江市财政总收入为 280,2亿元,同 比增长 26.O0/0,增速在江

西省各地市财政总收入增速排名第一位。⒛I4年 1~9月 ,九江市实现

财政总收入 ⒛4.3G亿元,同 比增长 16,SO/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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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九江市地处长江黄金水岸,交通便利,经济实力位于

江西省各地市前列。预计未来 I~2年 ,九江市的经济和财政实力仍将

不断增强。

地方政府财政分析

财政收入分析

九江市财政本年收入坩长较快,公共财政预耳收入中税收收入占

比保持较高水平,政府性基金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持续较禹 ,

形晌财政收入的稳定性

⒛H~⒛ 13年 ,九江市全市财政本年收入分别为 384.∝ 亿元、

4⒛ .50亿元和 ㈦9.G2亿元,逐年上升且增长较快,主要是因为政府性

基金收入增长较多所致。从财政本年收入结构来看,地方财政收入贡

献程度较高,⒛ H~⒛⊥3年地方财政收入占财政本年收入的比重分别

为 64.26%、  63,0珏%不口71.33%。

⒛11~⒛ 13年 ,九江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别为 101.03亿元、

141,87亿 元和 1弼.15亿元,其中税收收入的占比分别为 弼.81%、

租.0码和 H.5叽 ,比重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从税种构成上来看,税收

收入以增值税、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为主,20H~⒛ 13年上述三个税

种收入合计分别为 钌.97亿元、拍.41亿元和 m.⒛ 亿元,占 同期税收

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G0.⒛ %、 肫.GO%和 53.m%。 从税源来看,九汪市税

收收入主要源于工业制造业。

⒛11~⒛ 13年 ,九江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142.80亿元、

1钙.m亿元和 27I,30亿 元,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持续在 m%以上 ,

⒛13年 ,九汪市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阢.21%。 政府性基金收入以

地 区 GDP 增速 财政总收入 增速

南昌市 3,336,03 10,70 558.02 16.80

赣州市 L,673.31 I0.50 280.20 21.40

九江市 1,601.73 10.40 280.20 26.90

上饶市 1,401.00 10.00 232.00 15,80

宜春市 I,387.10 10.10 233,40 16.50

吉安市 1,120.00 11.00 169.00 L8.50

抚州市 940.64 I0.30 L30.59 16.30

新佘市 845.07 4.50 119.90 2.60

萍乡市 798,33 9.30 I09.80 9.20

景德镇市 680.28 I0.20 92.62 10.20

鹰潭市 553.47 10.30 92.65 16,80

数据来源:汪丙省各地级市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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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出让收入为主,易受国家调控政策、地方建设规划和土地市场行

情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收入规模具有—定的不稳定性。

项 目
全市 市本级

2013伯F 2012珀F 2011垄F 2o13仲F 2012垄F 2011生F

财政

本年

收入

本年收入合计 629.62 459.50 384.94 144。 17 θ7.63 71.88

地方财政收入 449.08 289.65 2吐7.37 112,
ο
乙 58.89 52.08

公共财政预算 176.15 ⊥吐1.87 ⊥0I, 03 20.73 I6.26 12.59

其中:税收收入 131.39 ⊥05.06 79,62 13.07 9.24 7.97

政府性基金 27I.30 145, 70 1珏 2,80 90.91 41.55 38.52

预算外 1.63 2.08 3.54 0.62 1.09 0.97

转移性收入 180.54 169. 84 137.57 31.91 38.74 19.80

公共财政预算 L70.27 162,45 41 31.88 39.31
9臼

I8

政府性基金 10,27 7.39 6.I7 0.03 -0.57 -1.38

财政

本年

支出

本年支出合计 628.98 455.0I 390.81 143.43 70.06 73.2珏

地方财政支出 622.19 449, 40 385, 16 ⊥49.72 75.90 79.38

公共财政预算 338,20 298, 01 225.22 59.40 60.99 3θ .63

政府性基金 282.38 I49, I57.00 89.70 I3.81 38.68

预算外 I.60 2.08 2,93 0.62 1.09 1.07

转移性支出 6,79 5.61 5.65 -6.29 -5.83 -6, 14

财政

结余

本年收支净额 o。 65 4.48 -5.87 -0.18 27.57 -1.36

地方财政收支诤额 -173.11 -159.75 -137.79 -37. 45 一I7.00 -27.30

转移性收支净额 173,75 164. 23 131.92 37,27 44.57 25.94

数据来源:根据九汪市财政局提供资料整理

⒛H~⒛ 13年 ,九江市政府转移性收入分别为 137.57亿元、

1㈩ ,泓 亿元和 I80.M亿元,在财政本年收入中占比在 30%左 右,是九

江市财政收入的重要补充。

⒛1I~2013年 ,九江市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分别为 12.⒛ 亿

元、1G.⒛ 亿元和 20,73亿元;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 38.V

亿元\4I.阢 亿元和 ⒛.91亿元,⒛ 13年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H8,⒛ %,

主要是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增长较多所致。⒛1I~⒛ 13年 ,市本级

转移性收入为 19.⒛ 亿元、⒙,租 亿元和 3I.⒐ 亿元。⒛12年市本级

转移性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中央加大了对保障房、交通运输及

环保等方面的专项补助;⒛ 13年市本级转移性收入同比减少 17.64%,

主要是由于专项补助收入有所减少。20H~2013年 ,九江市市本级全

年收入在全市中的占比均在 ⒛%左右,比重较低 ,市本级综合财力相对

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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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九江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达到 213.⒃ 亿元
!,其

中税收

收入 1G1.19亿元,占比为 %.狃%。 同期,九江市税收前十名地税纳税

额合计 6.m亿元,占地税总额的 4."%,税源集中度不高。受土地出

让收入影响,⒛ 14年九江市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⒛6.⒛ 亿元,同 比大幅

下降。

序号 企业名称 国税纳税额 地税纳税额 合计额

1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 529,033 16,829 545,862

2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4,938 14,60珏 69,5茌 2

3 江西省烟草公司九江分公司 26,955 3〕 359 30,3I4

4 九江富和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342 20,342

5 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 13,948 3,663 I7,6⊥ 1

6 江西九江供电公司 15,201 1,554 16,755

7 江西亚东水泥有限公司 13,830 13,830

8 江西亚东瑞昌分公司 8,457 吐,667 13,I24

9 国电九江发电有限公司 L1,968 11,θ 68

I0 江西昌河铃木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九江分公司 10】 558 10,558

合计 68珏,888 65,018 749,906

数据来源:根据九汪市财政局提供资料整理

⒛14年 ,九江市市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 ⒛.绲 亿元,其中税

收收入 14.15亿元。同期,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们,绲 亿元。

总体来看,九江市整体财政实力较强,税收收入在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中占比较高且比较稳定;政府性基金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

持续较高,影响财政收入的稳定性。

财政支出及政府偾务

近年来九江市财政支出规模持续上升,财政支出结构受甚金支出

的形咱较大:公共财政预△支出中mll性支出的占比相对稳定

⒛H~⒛ 13年 ,九江市财政本年支出分别为⒛0.81亿元、钙5.01

亿元和 G28.阴 亿元,整体规模持续上升,主要是因为全市政府性基金

支出波动增加所致。同期,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逐年上升,公共财

政预算支出中狭义刚性支出和广义刚性支出的占比相对稳定。

近年来,基金预算支出规模有所波动,⒛ 13年大幅增长,整体财

政收支结构受基金收支变动的影响较大。⒛H~⒛13年 ,政府性基金

支出中城乡社区事务支出的占比分别为 97.⒛%、 阢.⒛%和 %.⒛%,占

比很高。

!2014午
财政数据由九汪市财政局提供。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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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3年 20⊥ 2年 2011珀F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公共财政预箅支出 338.20 I00.00 298.01 100。 00 225.22 100.00

狭义刚性支出
2

166.38 49.20 144.83 48.60 115.98 51.50

社会保障和就业 39.20 11,59 34,攻3 L1.55 28.54 12.67

医疗卫生 27.73 8.20 23.06 7,74 20.90 9.28

教育 65.06 19,24 55.29 18.55 41.24 18,31

一般公共服务 34.39 10,17 32.04 10,75 25,3I 1⊥ .2珏

广义刚性支出
3

256.19 75.75 225.9θ 75.83 170.31 75.62

数据来源:根据九汪市财政局提供资料整理

2014年 ,九江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3田.53亿元,基金预算支出

2m.59亿元。

截至 ⒛I3年末,九江市全市地方政府债务佘额中,直接债务佘额

为 316,⒛ 亿元,担保债务佘额为 I2.㈨ 亿元;市本级直接债务佘额为

1I4.50亿元,担保债务佘额为 1.阴 亿元。

经营与政府支持

公司苜业收入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和工程项目业务口近年来收入

规摸有所波动 :公司工程项目收入随回购项目的减少而逐年下降

作为九江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和建设主体,公司主要负责九江市的

市政项目建设投融资和土地整理运营等业务。公司营业收入主要由土

地出让和工程项目收入构成。⒛I2年 ~20I4年 ,营业收入分别为 I6,狃

亿元、⒛,㈩ 亿元和 17.1G亿 元,其 中⒛⒙年收入规模同比增长⒛.阴%,

主要是由于公司新增较多的土地出让业务收入;⒛ I4年 同比下降

I7,0隅 ,主要是由于回购项目的减少影响了工程项目收入所致。

土地出让业务是公司根据政府文件将名下土地交由九江市土地储

备中心收储。⒛12年公司未实现土地出让收入,主要是由于公司整理

的土地尚未达到可出让条件;⒛⒙ 年 ,根据九府厅抄字 【2013】 m9
号文件,九江市政府同意九江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公司名下位于浔南

大道九城国用 【⒛⑴】第 钙3号等 6宗共计 859.孔 亩土地,公司实现

收入 12.I5亿 元。⒛14年 ,根据九府厅抄字 【⒛ I4】 “3号文件,九

江市政府同意九江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公司名下位于浔南大道九城国

用【⒛⑴】第 钙3号中的 380.OO亩土地和九江市宫牌夹九城国用【⒛ 11】

第 016号 I35.63亩土地 ,公司实现收入 13.阴 亿元,同 比增长 7.″ %,

主要是由于收储土地地块位置较好,土地价格较高。

⒓
狭义刚性支出包括社会保障与就业、医疗卫生、教育和一般公共服务四个支 l+l科 目。

丨
广义刚性支出除包括狭义刚性支出外,还包括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中外交、国防、公共安全、科学技术、文化教

育与传媒、环境保护等科目,但不包括城乡社区事务、农林水事务、交递运输和△业商业金融等事务四个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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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收入主要来自于公司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任务。⒛I2~
⒛I4年 ,公司工程项目收入分别为 1G.铌 亿元、8.狎 亿元和 3.%亿
元,呈逐年下降趋势。其中⒛12年公司所承担项目的回购比例均较高 ,

收入规模较大;⒛13年和 ⒛14年 ,公司原有 BT项 目建设都接近完工 ,

回购项目减少,存量项目回购比例也有所降低 ,造成该项业务收入逐

年下降。

项 目
20H年 2013臼F 2012臼F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营业收入 171,597 100.00 206,905 100.00 164,36珏 100.00

土地出让 130,799 76.22 121,533 58.74

工程项 目 39,627 23.09 84,726 40.95 I64,221 99.91

其他 1i17I 0.68 646 0.31 I42 0.09

毛利润 70,90θ 100.00 75,836 100.00 25,193 100.00

土地出让 64,987 91.65 62,354 82.22

工程项目 4,768 6.72 12,924 17,04 25〕 05I 99,43

其他 1i154 1.63 557 0.74 142 0.57

毛利率 41.32 36.65 15.33

土地出让 49.68 5I,3I

工程项目 12.03 L5.25 I5.25

其他 98.58 86.24 100.00

数据来源:根据公ol提供资料整理

公司其他收入包括租赁业务收入、代建管理费收入和资金使用费

收入,占比很小。

总体来看,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和工程项

目业务,这两项业务分别受土地市场的宏观政策调控和回购项目数量

的影响较大,从而影响公司营业收入的稳定性。

● 土地出让业务

公司土地出让业务盈利能力较强,但秸定性受当地土地出让计划 .

国宋宏观政策等因△形晌较大

公司土地出让业务是公司对名下土地进行一级整理开发,并根据

九府厅抄字 【⒛13】 669号、九府厅抄字 【⒛H】 “3号文件,由九江

市土地储备中心收储公司土地。收储的土地资金扣除缴纳的税费后 ,

由市国土部门全额转入九江市财政局,并 由九江市财政局全额拨付给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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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收储面积

收储资金确认收入

数据来源:根据公司提供资料整理

2012年 ,公司未实现土地出让业务收入。⒛13年和 ⒛14年 ,九

江市土地储备中心分别收储公司名下土地 859.75亩和 515.m亩 。⒛14

年收储土地地块位置较好,价格较高,导致收入相应提高。公司目前

可供出让的土地主要包括浔南大道等地块共 601,田 万平方米。

公司土地出让业务盈利能力较强,但受当地土地出让计划、国家

房地产及土地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公司未来的土地出让收入及

盈利具有不确定性。

● 工程项 目业务

公司是九江市舌大的城市建没投蚀资主体,承担较多的城市开发

任努,但未来项目建设规棋较大,将面临-定的资本支出压力

公司是九江市规模最大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主体,主要承担城市基

础设施及市政公用项 目的投资、运营,承接了大量城市基础建设工程

项目。公司大部分项目与政府部门签订 BT建设协议,由公司负责项目

建设,由政府进行回购。截至 ⒛14年末,公司主要已完工待结算项目

为八里湖跨湖大桥、九码快速通道、105国道改造、十里大道延伸线、

八里湖风情小镇等共计 10个项目。

主要在建项目名称 总投资 累计已完成投贸 项目周期

长虹东大道 3.50 2.7I 2011.12-2015.03

濂溪大道延伸线 2.60 1.38 20I2.05-⒛ I5.07

庐山区保障性安居工程 27.00 21.00 2012,05-2015.09

九江市浔阳中心城区棚户区改造项目 30.15 4.02 2014,05-2017.05

水岸莲花住宅小区 42.00 15.52 2013.05-2015.I0

合计 LO5.25 44.63

主要拟建项目名称 总投资

龙泉河氡矿温泉开发 20.00

数据来源:根据公司提供资料整理

截至 ⒛14年末,公司主要在建项目总投资额合计 105.⒛ 亿元 ,

累计己完成投资 徂.m亿元;拟建项目预计总投资 ⒛.OO亿元,资金

来源全部自筹。其中,水岸莲华住宅小区及龙泉河氡矿温泉开发项目

为公司自建的营利性项目。水岸莲华住宅小区项目位于九江市八里湖

新区核心地段,项 目总用地面积约 23.35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1⒆。01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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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公司在九江市城市开发建设领域具有重要地位,未来

将承担更多的城市建设任务,面临一定的资本支出压力。

● 政府支持

公司发展过程中得到了九江市政府在资产划拔,资盒注入及财政

补贴等方面的大力支持

目前,九江市国资委直属共有三家投融资平台公司,分别为九江

城投、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和九江市置地投资有限公司。九

汪城投作为九江市最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平台,得到九江市政

府在资产、资金注入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支持。

九江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
九江市国资委

土地盘整、政府投资、八里湖新区

项目建设及项目建设资金融资

九江市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九江市国资委 市本级保障房建设

全市城建项 目融资九汪市国资委

数据来源:根据公刊提供资料整理

在资金注入方面,根据九府厅抄字 【⒛ 13】 阢9号文件,为做大做

实公司资产,九汪市财政为公司注入资本金 9.00亿元。根据九府厅抄

字 【⒛ I3】 587号文件,为进—步提升九江城投的融资能力,九江市财

政局拨付给公司 托,5G亿元,其中 20亿元用于增加公司资本公积,剩

佘的 15.5G亿元用于冲抵与九江市财政局往来
{。

在资产划转方面,根据九国资字【20I4H号 、【2014】 52号、【20M】

68号、【2014】 80号、【2014】 86号、【20I4】 %号文件,九江市国资

委无偿划转 Ⅳ.%万平方米土地至公司,累计增加资本公积 16,佣 亿

元。根据九国资字 【20I4】 2I号文件,九江市国资委将九江市市政公

用设施管理局持有的九江市诚建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40%股权无偿

划转至公司,股权变更增加资本公积 绲.阴 万元。

在财政补贴方面,⒛ 12~⒛ 14年公司分别获得政府给予的补贴收

入 4.OO亿元、2.㈨ 亿元和 3.I6亿 元,有助于公司利润规模的扩大。

综合来看,九汪市政府在资产划拨、资金注入及财政补贴等方面

的措施增强了公司的经营实力,有利于公司的发展。

公司治理与管理

产杈状况与公司治理

九江城投是由九江市国资委出资的国有独资公司,是九江市主要

的投融资主体。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九江市国资委,产权结构明晰。

!冲
抵了公ml对九汪市财政局的391亿元应收账款和 11.θ5亿元其他应收款。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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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了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设有董事会 ,对股东负责 ,

是公司的权力机构;设监事会,对公司财务和经营业绩进行监督、评

价和记录;设总经理,具体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并对董事

会负责;设立办公室、法规合约部、财务部、监察审计部、投融资部、

资产管理部、项目管理部等 7个职能部门。

战略与管理

公司中长期发展策略为: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

东部新区城市功能品位,充分发挥公司的土地开发整理,有计划地、

有选择地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强化城市管理职能,按照城市有机更新

要求,对城市基础设施进行维护、保养、更新。

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运营管理制度,从制度上加强和细化了公

司在发展战略规划、人力资源、资金财务、工程建设以及监督审计等

方面的管理。公司相继出台了政府性投资项目造价控制管理办法、招

投标管理制度、资金管理和审批制度、往来款项管理制度、存货管理

制度等,制定了详细的项目业务管理流程,确保了公司项目资金的有

效运用和城建工程的顺利实施。

抗风险能力

综合来看,近年来公司资产规模扩大,承担棚户区改造项目、基

础设施建设等业务,在九江市城市建设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并得

到九江市政府的支持,抗风险能力很强。

财务分析

公司提供了⒛12~⒛ 1吐 年财务报表,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对公司 ⒛12~⒛ 14年度的财务报表进行了三年连审,并

出具了中审亚太审字 【2015】 0101″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已将经审计的 2012年度、2013年度审计报告在公开市场披

露,但中审亚太审字 【2015】 0I0127号 审计报告所列示的 2012年度、

2013年度财务报表数据与公司己经公开的 ⒛I2年度、⒛13年度财务

报表数据存在—
定差异:⒛ 12年度、2013年度审计报告中计入长期股

权投资科目的江西九江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0.肫 亿元股杈在中审亚

太审字 【⒛ 15】 010127号 审计报告中被调整计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

目。

资产质工

近年来,随扌承建项目的坫多,公司资产规摸逐年扩大:公司资

产中以土地开发形成的存货及其他应收款占比很茁,资产流动性较弱 :

公司受限资产规模较大,未来融资空间受到-定限制

⒛12~⒛ M年末,公司总资产规模逐年平稳扩大,分别为 19I.⒛

亿元、⒛9.M亿元和⒛吐.㈩ 亿元。同期,流动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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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另刂丿亩99,35%、 99.43%不口9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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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保持在很高水平。

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存货、其他应收款和应收账款构

成,其中存货和其他应收款占比较高。⒛12~⒛ 14年末,公司货币资

金分别为 H.03亿元、22.腿 亿元和 扭.58亿元,以银行存款为主。同

期,公司存货分别为 I48.⒙ 亿元、⒛0.V亿元和 2I0,阢 亿元,存货

主要是工程施工、土地开发成本和进行安置房建设形成库存商品,由

于公司土地开发成本规模扩大,存货规模较大。2013年 ,存货同比增

长 ⒛,⒛%,主要是土地成本新增 ⒛.Ⅳ 亿元和 BT项 目增长 11.阴 亿元

所致。2012~⒛ 14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分别为 ⒛.%亿元、M.82

亿元和 32.41亿元,主要是与九江市公路管理局、瑞昌市城市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等单位的工程往来款,截至 ⒛14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账

龄在一年以内的部分占比为 60.78%。 ⒛12~2014年 末,公司应收账款

分别为 2,田 亿元、0.02亿元和 8.05亿元,⒛ 14年公司应收账款同比

大幅增加,账龄在一年以内的部分占比为 99.97%,主 要是增加了应收

九江市财政局 8.05亿元的土地收储资金。

⒛12~2014年末,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分别为 0,钙 亿元、0.52亿

元和 0.91亿元。截至 201珏 年末,公司主要投资单位为九江鼎新实业

有限公司、国电湖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和九江市西海宾馆有限责任公

司。20I2~⒛ I4年末,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均为江西九江长江公路

大桥有限公司的 0,h亿元股杈。

⒛12~2014年末,公司固定资产分别为 0.⑿ 亿元、0.34亿元和

0,⒛ 亿元,2013年 末固定资产同比大幅增长,主要是房屋及建筑物增

加所致。

截至 2014年末,公司受限资产账面价值为 147.07亿 元,占公司

总资产的 51.m%,其 中,存货中有 138,57亿元土地使用权用于抵押贷

项 目
⒛H年末 2013臼F爿良 2012珀F爿κ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总资产 284.89 100.00 25θ。0珏 100.00 191.89 100.00

流动资产合计 282。 θ3 99.31 257.55 99.43 190.65 99.35

货币资金 24.58 8.63 22.38 8.64 11,03 5.75

存货 210.θ 4 74.04 200.32 77,33 I48.I3 77. 19

其他应收款 32.41 11.38 34.82 I3.珏珏 28.95 15.08

应收账款 8.05 2.83 0.02 0.01 2,53
°
乙

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6 0.69 I。 49 O.57 1.2在 0.05

长期股权投资 0.9I 0.32 0,52 0.20 0.45 0.2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55 0.I9 0.55 0,21 0.55 0.28

固定资产 0.39 0.14 0.34 0.13 0.02 0.01

在建工程 0.07 0.02 0,04 0.02 0,23 0.12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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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银行存款佘额中有 8.5亿元银行存单质押给银行用于银行借款。

公司受限资产规模较大,未来融资空间受到一定限制。

总体来看,近年来公司总资产逐年平稳增加,未来随着公司承担

项目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公司资产规模将会继续增长。

资本结构

近年来,公司负侦总顸逐年坩长 :公司有患侦务规模逐年较快坫

长口未来两年内到期规棋较大,偾努期限结构不合理

⒛12~⒛ 14年末,公司负债总额分别为 G7.51亿元、106.05亿元

和 II2.21亿元,呈持续增长趋势。同期,公司资产负债率有所波动 ,

分另刂丿亩35.18%、 40.94%不口39.39%。

公司流动负债主要由短期借款、其他应付款、预收账款和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构成。⒛12~⒛ I珏 年末,公司短期借款分别为 2.OO

亿元、3.㈨ 亿元和 3.81亿元,主要是公司及其子公司借入的质押借款

和抵押借款,抵押物大部分为土地使用权。同期,公司其他应付款分

别为 1.⒛ 亿元、I7.35亿元和 8."亿元,主要是与各公司间的往来款

及质量保证金。⒛14年末,公司其他应付款主要包括九江市赣鄱砂石

有限公司往来款 4.0I亿元、九江职业大学往来款 3.阴 亿元、九江富

,⒛
12年度审计报告中计入长期应付款科目的 8.⒆ 亿元信托在中审亚太审字 【⒛ 15】 0IO127号 审计报告中被调

整计入长期借款科目。

项 目
20H年末 2013年爿良 ⒛⒓年末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短期借款 3.81 3.40 3.90 3.68 2.00 2,96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2.29 19.87 8.24 7.77 5.33 7,89

其他应付款 8.33 7,42 17,35 16.36 1.23 I,82

预收账款 3,3I
nν,臼

2,63 2.48 0.0I 0,0I

流动负债合计 42.θ4 38.27 39.77 37.50 12.11 17.9珏

长期借款
5

35.42 31.56 32.6I 30,75 22.23 32,93

应付债券 31.90 28,43 31.85 30.03 31.80 47.I1

非流动负债合计 69.27 61.73 66.28 62.50 55.40 82.06

负偾总计 112.21 100.00 106。 05 100.00 G7.51 100.00

短期有息债务 26,10 23.26 ⊥2.I4 I1.45 7.33 I0,85

长期有息债务 67.32 59,99 64.珏6 60.78 54.03 80.04

有息偾务合计 93.42 83.25 76.60 72.23 61.36 90.89

资产负债率 39.39 40.94 35.I8

流动比率 (倍 ) 6,59 6.48 15.7‘

速动比率 (倍 ) 1.68 1.44
°
°

EBITDA利 息保障倍数 (倍 ) I.41 I,58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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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往来款 0.M亿元、九江鼎新实业有限公司往来款

0.铜 亿元以及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质保金 0.⒛ 亿元,账龄在
—

年

以内的部分为 7.11亿元,占 比为 阢.31%。 ⒛12~⒛ 14年末,公司的

预收账款分别为 0.01亿元、2.m亿元和 3.31亿元,⒛ I3年和 ⒛14

年预收账款有所增加是由于公司预收了水岸莲花房地产项目的房屋认

购金。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分别为 5.℃ 亿元、8.纽 亿元和

⒛.⒛ 亿元,主要是抵押借款和质押借款。

⒛⒓~⒛H年末,公司长期借款分别为 ⒛,⒛ 亿元、V.61亿元

和 ⒛.绲 亿元,逐年增长。⒛14年末,公司长期借款为抵押借款 ⒛.G2

亿元、质押借款 5.⒛ 亿元,主要包括国家开发银行江西省分行的借款

12.27亿元和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的借款 吐.⒛ 亿元等。⒛12~

⒛I4年末,公司应付债券分别为 31,⑷ 亿元、3I,85亿元和 31.㈨ 亿

元,主要是公司 ⒛⑴ 年发行的 I2亿元公司债券以及 ⒛I2年 2月 公司

发行的⒛ 亿元公司债券 Q

年份 ≤1年 (1,2]年 (2,3]臼F (3,幻年 (4,5]珀F )5年 合计

金额 26.10 27.64 ⊥0.7在 6.04 10,51 I2.39 93.珏2

占比 27.94 2θ .59 ⊥1.50 6.47 1I,25 13.26 100.00

数据来源:根据公司提供资料整理

近年来,公司有息债务增加较快,有息负债在负债总额中的占比

较高,⒛ 12~⒛ I4年末,该 比重分别为 ㈨.⒛ %、 ″.⒛%和 阴.⒛%。 截

至 ⒛14年末,公司有息负债总额为 明.辊 亿元,其中两年内到期的有

息负债规模较大,合计为 田,秕 亿元,占有息负债总额的 Ⅳ.田%,债

务期限结构不合理。

截至 ⒛14年末,公司存续期内信托借款共 23.铌 亿元,信托成本

在 6.⒛%~9.OO%,整体规模较大。

6本
表格中信托公司均使用简称,全称分别为:中 国金谷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 ol、 方正东亚信托有限责任公刊、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 ml、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 ol。

信托机构
6

借款余额 信托利率 信托期限 增信安排

金谷信托 4.00 8,20 2012.08,22-2015.08.2I 土地使用权抵押

方正东亚信托 L,82 7.80 2012,08.01-20I5.02,28 土地使用权抵押

新时代信托 0.30 7.50 2013.01.08-2015.01.31 土地使用权抵押

中航信托 10.00 6,80 20I3,05.30-2015,05.30 土地使用权抵押

中航信托 3,00 9.00 20I3,09.26-2015,09.25 土地使用权抵押

新时代信托 4.50 7.50 2013,01.08-20I6.01,08 土地使用杈抵押

数据来源:根据公司提供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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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2~⒛ 14年末,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1⒛ ,38亿元、I52.㈩

亿元和 172,阴 亿元,其中,实收资本分别为 10.OO亿元、⒛,OO亿元

和 ⒛.OO亿元。⒛13年 ,根据九国资字 【⒛ 13】 阢 号文件和董事会决

议的规定,公司注册资本增加 ⒛.OO亿元,其中 9.O0亿元为货币出资 ,

H,00亿元为资本公积转增资本。2012~⒛ 1吐 年末,公司资本公积分

别为 ㈩,80亿元、104.61亿元和 121,02亿元,逐年增加,主要是由于

九江市政府及九江市国资委对公司进行了资产划拨和资金注入。

截至 2014年 末,公司对外担保佘额为 5.10亿元,担保比率为

2,9码 ,分别为对江西赣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含计 I.10亿元的土地抵

押担保,对九江市置地投资有限公司 1.00亿元的信用担保,以及对九

江职业大学 3.OO亿元的信用担保。

综合来看,公司资产负债率处于正常水平,但有息负债增长速度

较快且在负债总额中占比较高。预计未来 I~2年 ,随着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的增加,公司融资规模将不断提高,负债规模将继续增长。

盈利能力

公司营业收入有所波动:易受土地出让进度和项目回购佰况等因

泰的形响;随苕公司有息负偾的坩长·期间费用坩长较快 ;政府补贴

收入是公司利润的工要补充

2012~⒛ 14年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16.狃 亿元、20.69亿元和

I7.I6亿元,营业收入主要包括土地出让收入、工程项目收入、代建管

理费收入、租赁收入和资金使用费收入等。⒛13年 ,公司新增土地出

让板块收入,致使当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⒛,阴%;由 于在回购项目的

减少,公司工程项目收入逐年下降,导致 20I4年公司营业收入出现下

滑。

2012~⒛ 1茌 年,公司期间费用分别为 3.21亿元、5.5I亿和 6.02

亿元,逐年增长,主要因为公司 ⒛⊥2年发行 ⒛ 亿元公司债券及银行

项 目 2014年 2013臼F 2012年

营业收入 17.16 20.69 16,44

营业成本 I0.07 I3,II I3,92

毛利率 4I.32 36,65 15.33

期间费用 6.02 5.51 3.21

管理费用 0,67 0.34 0.62

财务费用 5.34 5.I7 2.58

营业利润 0.⊥ 9 I.32 -0.52

政府补贴收入 3.16 2.90 4.00

利润总额 3.35 4.20 3.47

总资产报酬率 3,12 3.69 3,27



啕囵》杰斧昱盯莠赁恻 墁瓮囝
公 ol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借款、信托借款增加导致财务费用大量增加。同期,期间费用/营业收

入的值分别为 19,50%、 ⒛.m%和 ⒛,H%,期间费用对公司盈利能力有

较大的影响。

政府补贴收入是公司利润总额的重要组成部分,补贴收入主要为

专项营运补贴、挖潜改造资金和城市建设项目资金。⒛12~⒛ 1吐 年 ,

公司获得的政府补贴收入分别为 4.OO亿元、2.㈨ 亿元和 3.16亿元 ,

在利润总额中的占比分别为 H5.27%、 ⒆.阢%和 阢.⒛ %。

预计未来 1~2年 ,受土地出让进度和回购项目数量影响,公司营

业收入的稳定性具有
—定的不确定性。政府补贴收入是公司利润的重

要补充。

现金流

近年来口公司经苜性现金流持续大佰流出,对偾努的保眭能力较

弱

⒛I2~⒛ I4年 ,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分别为乇4.舒 亿元、乇7.22

亿元和-7.阴 亿元,持续为负,主要是由于近年来公司项目施工量较大 ,

导致支付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较多。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对债务的

倮障能力较弱。

⒛12~⒛ 14年 ,公司投资性诤现金流持续表现为净流出,主要是

由于近年来公司继续保持对固定资产及子公司增加投资较多所致。同

期,公司筹资性净现金流分别为 30.85亿 元、Ⅳ.30亿元和 4,77亿元。

2014年筹资性净现金流下降较多主要是由于公司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

金规模较大。

总体来看,近年来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持续为负,对债务的保障

能力较弱。

偿偾能力

总体来看,近年来公司资产总额持续增加 ,负债总额逐年增长 ,

有息负债规模及占比均较高,未来两年内到期的有息负债规模较大。

⒛12~20I4年末,公司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能对流动负债进行较

好的覆盖,EBITDA利 息保障倍数也均在 1以上,但公司经营性现金流

持续表现为净流出,对债务的保障能力较差。

经营性净现金流 (亿元 )

投资性净现金流 (亿元 )

筹资性净现金流 (亿元 )

经营性净现金流利息保障倍数 (倍 )

经营性诤现金流/流动负债 (%)

经营性净现金流/总负债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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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2~⒛ 1吐 年,公司营业收入有所波动,收入规模易受土地出让

进度和项目回购情况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作为九江市最主要的基础设

施建设投融资主体,获得了政府在资产划拨、资金注入及财政补贴等

方面的支持。综合来看,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

偾务屐约情况

根据公司提供的企业基本信用信息报告,截至 ⒛15年 1月 ⒛ 日,

公司本部未曾发生信贷违约事件;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公司在债券市

场发行的
“
⑴ 九城投债

”
和

“12九城投债
”
处于存续期内,到期利息

已按期支付。

结论

九江市利用地处长三角和大京九经济带交汇处的区位优势,积极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经济,近年来经济保持较快增长,带动九江市财政

收入的快速增长,财政实力逐年增强。公司作为九江市政府直属的城

市建设投融资主体,得到九江市政府在资产划拨、资金注入等多方面

的支持。公司总资产逐年增加,负债总额持续增长,资产负债率处于

正常水平;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主要来源于土地出让收入和工程结算

收入,政府补贴收入是公司利润的重要补充。

综合分析,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本期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

风险很小。预计未来 I~2年 ,随着九江市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公司

在九汪市城市基础设施和棚户区改造方面仍将具有重要地位。因此 ,

大公对九江城投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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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级安排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大公● 将对九汪市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发债主体

”)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

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将持续关注发债主体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

的重大事项以及发债主体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发债主

体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

1)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

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1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

2)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

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大公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债主体、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

行披露。

3)如发债主体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

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发债主体提供所需评

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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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截至 ⒛14年未九汪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股杈结构图

九江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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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苗至⒛14年抹九汪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组织结构图

九江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法
规
合
约
部

项
目
管
理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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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九江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 :万元

年 份 2014年 2013年 20I2年

●.. 资产类

货币资金 245,83( 223,79( 110,31亻

立收账款 80,50(
9臼9臼

25,31(

其他应收款 32珏 ,13z 348i19( 289,45(

辞货 2,109,39{ 2i003,20i 1,481,30{

流动资产合计 2,829,27{ 2;575,51( I,906,5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5,45( [;i珏 [;( 5,45(

κ期股权投资 9,12 5, 15( 4,49(

固定资产 3,88( 3;35i I91

葭建工程 67i 39i 2,27(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63( 14i88{ 12,40(

总资产 2,848,91{ 2,590,401 1,918,93I

占资产总额比 (%)

货币资金 8.6{ 8.6亻 5.7:

立收账款 2,8{ 0.0
°
°

其他应收款 11.3{ 13.4亻 I5.0(

存货 74.0亻 77.3( 77.I

流动资产合计 99.3 99.4( 99.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0.1 0.2 0.2(

长期股权投资 0.3· 0.2( 0.2(

固定资产 0.1 0.l 0.0

茁建工程 0.0I 0.0I 0.I

非流动资产合计 0.θ ( 0,5i 0.6[

负债类

短期借款 38,I0( 39,00( 20,00(

预收账款 33,14i 26,34( 6(

其他应付款 83,29( 173,54(
,臼

30(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22,94〔 82,40( 53,25(

流动负债合计 429i43( 397,71( I21, 14i

长期借款 354,I7( 326,08( 222i29(

业付债券 318,97( 318i 珏8( 3I8,03(

非流动负债合计 692,7I{ 662,81I 553,96

负债合计 1 122, 14{ I〕 060〕 52( 675,10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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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九汪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续表 {)

单位 :万元

年 份 2014年 2013年 2012臼F

占负嵌总颌坫 (qb,

旺期借款 3.珏 ( 3,6( 2.9(

预收账款 2.9[ 2.4( 0.0

其他应付款 7.珏 E 16.3( 1.8°

—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I9.8亏 7,7亏 7.8(

流动负债合计 38.2i 37.5( 17.9亻

κ期借款 31.5( 30.7: 32.9(

立付债券 28.4( 30.0( 47.l

非流动负债合计 61.7( 62.5( 82.0(

权益类

夹收资本 300,00( 300,00( 100,00(

灸本公积 1,2I0,I7亻 1i046i10: 998,02〔

盈佘公积 21,72亻 18,25( L4,

未分酉己禾刂润 ⊥94,86( 165,47( 131,58(

昕有者权益 1,726,76i I,529,87( I,243,82(

损益类

彗业收入 171i59i 206,90( 164,36亻

彗业成本 100,68( 131,06( 139, 171

呀务费用 53,43( 51,67亻 25,85(

彗业利润 ⊥,93巧 L3, I5∈ -5,24(

吹府补贴收入 31,58( 29,00[ 40,00(

菖业外收支净额 31,55( 28,86( 39,981

刊润总额 33,49( 42,02〔 34,73(

争不刂润 32,86亻 37,971 33,99⒓

占营业收入比 (%)

彗业成本 58.6( 63,3[ 84,61

时务费用 31.1 24,9i 15.7(

彗业利润 6,3( -3,I(

改府补贴收入 18. 41 14.0I 24.3亻

葑业外收支诤额 18.3( 13,9〔 24,3·

fll润总额 19.5° 20.31 21.I

争利润 19.1 18.3〔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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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江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续表 2)

单位:万元

年 份 201吐 生F 2013珀F 2012珀F

现金流类

至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8,33巧 -272,19之 -244,72(

殳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32∈ -2,30亏 -3I,72迁

等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诤额 47,69· 372,98亏 308,49(

财务指标

3BIT 89,01之 95,60( 62,72亻

BITDA 89,151 95,75∈ 62,93(

总有息债务 934, 19∈ 765,972 613,58(

毛利率 (%) 41.32 36.6∈ I5.3(

营业利润率 (%) 1.⊥ 6.3〔 -3.

总资产报酬率 (%) 3.1 3.6E 3.2t

净资产收益率 (%) I.9( 2.4( 2,7[

资产负债率 (%) 39.3( 40.9亻 35.I

溃务资本比率 (%) 35.11 33.3( 33.0(

κ期资产适合率 (⒀ I2,32I.5( 14,733.31 14,491.0·

充动比率 (倍 ) 6.5( 6.4( 15. 7亻

速动比率 (倍 ) I.6之 I.4亻 3,51

睬守速动比率 (倍 ) 0.5i 0.5( 0.91

俘货周转天数 (天 ) 3,676.0( 4,785.3亻 3i332.7亻

立收账款周转天数 (天 ) 42.3刁 22.2· 73.5(

经营性净现金流/流动负债 (%) -I8.9亻 -104.9E -266.7(

至营性净现金流/总负债 (00, -7.1 -31.3∶ -45.2亻

至营性净现金流利息倮障倍数 (倍 )
—
I.2亻 -4.5 -7.4(

记IT利息倮障倍数 (倍 ) 1.4 1.9(

BITDA利 息倮障倍数 (倍 ) 1,4 1.()(

见金比率 (%) 57,2亻 56.21 91.0(

见金回笼率 (%) 60.0( 97.4( 9.1

但保比率 (%) 2.9〔 5.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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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各项指标的计算公式

1.毛利率 (%)=(1一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 1OO%

2,营业利润率 (%)=营业利润/营业收入×10O0/o

3,总资产报酬率 (0/0,=EB1T/年末资产总额×10隅

4,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年末净资产×10O0/o

5.EB1T=利 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6.EBITDA=EB1T+折 旧+摊销 (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7.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O0/o

8,长期资产适合率 (%)=(所有者权益+非流动负债)/非流动资产×10O0/o

9.债务资本比率 (0/0,=总 有息债务/资本化总额×10O0/o

10.总有息债务 =短 期有息债务+长期有息债务

11,短期有息债务 =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其他流动负债 (应付短期债券)+— 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其他应付款 (付息项 )

12.长期有息债务 〓 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 (付息项 )

13,资本化总额 =总有息债务+所有者权益

14.流动比率 =流 动资产/流动负债

15.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一存货)/流动负债

1G.保守速动比率 =(货币资金+应收票据+交易性金融资产)/流动负债

Ⅳ.现金比率 (%)=(货 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流动负债×10O0/o

18.存货周转天数 =360/(营业成本 /年初末平均存货 )

19.应收账款周转天数 =3GO/(营业收入 /年初末平均应收账款)

⒛.现金回笼率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10O0/o

21.EB1T利 息保障倍数 (倍 )=EB1T/利息支出 =EBIT/(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

本化利息 )

⒛,EB1TDA利 息保障倍数 (倍 )=EBITDA/利 息支出 〓 EB1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

出+资本化利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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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经营性净现金流利息保障倍数 (倍)=经 营性现金流量诤额/利息支出 =经营性现金

流量净额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十资本化利息)

⒛。担保比率 (%)〓 担保余额/所有者杈益×10隅

⒛。经营性净现金流/流动负偾 (%)〓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期初流动负债+期末流动负

偾)/丬 ×10佛

⒛。经营性净现金流/总负偾(%)〓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期初负偾总额十期末负偾总额 )

/2]× l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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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公司债券及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

大公公司偾券及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相同。

拙 级: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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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田日级:偿还债务能力
—股,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股。

BB级 :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

日级 :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⑾ 级: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级 :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级 :不能偿还债务。

注:除 凡m级 ,C●C级 (含 )以下等级外,每—个信用等级可用
“十”、 “-” 符号进行

微调,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

大公评级展望定义 :

正面 :存在有利因素,一般情况下,未来信用等级上调的可能性较大。

稳定 :信用状况稳定,一般情况下,未来信用等级调整的可能性不大。

负面 :存在不利因素,一般情况下,未来信用等级下调的可能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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