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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巾朋祟据佶用评级揪屮i

古iF+省 因有资产投资什理有限公ol(以 下简称
“
古悔冂投

”
或

“
公司→ 主要从 }对青海特色礻n优

叻产ψ进行投资、哽托符理和经苘 凵亻∫资产以攻丌丿泌

估H|刂H保等业务,评级结某反映 r仔海竹矿产资源 卜

宙,公 )在摊动肯ilJ符 地区经 l+发肢方面具有重娈lL

位. 卜属企业青冉扎llll△业股份仃限公刊 (以 卜m称
“
爿i棚 股份

”)廿我凵卿肥生产ll业 r佝 龙头企
"L.ll有钾盐资源优协, 卜底 /r业西宁 ll殊钢集团有限★任

公l刂 〈以 卜而称
“
V"钢集闭→ H域竞争优势明↓ ,

拥亻!△ 宫的煤铁资li,有利△增忸公

"整
体抗风险能

力{优势:同时世反呗 r公 刂煤炭业务乇利润 Il所 卜

汨,20ll年煤炭业饼处∫亏损状态氵木牡矿区堆个 :

仵雎度较大氵其盈利能 ,J短期内碓以发柞氵公 i刂 铵大

的探矿权规簇对资产流动l+产△不利彭响,有息负亻贞

增长较快.债务[i力 屁蒂增加等不不刂冈素.综含分析 .

公 刂偿ll债 务的能力极强,本期票ll到如!不能偿llll

|札险llx小 .

颀计未来 !-⒓ 年,公 词将 ll纵在古海省社会经

济发展中发挥市要ll用 ,综合来苻,大公对青海

"投的评级展扌为稳七。

主要优势 /机遇
·i|rl竹 矿产赍源 0宙 ,氯化钠、缸化钾和镁盐llJ h【

均盯全lT笫 位 i

·仵为青海省嵌△哄的冂仃资产达||丨 :体 .公
"杓

凵|

,l∵海省经济发|涟 方面jl亻i重△地位 ;

·公

"卜
属企业盐溯股份是我因钾 lL牛产行业的龙头

个业氵拥有的钾砼资源优势显谱,钾肥业务竞争力

很强 i

·公 刂卜属企业丙钢集团的区域竞争优势明显,拥有

的媒铁资源较为△宙,有利于坤强公闩整体执风睑

能力。

青海省国有亍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体与

第二期中期票据信用评级报告
大公报 0【⒛⒖】CO7号

评级观点

2016年度

中期票据信用等级:础
主体信用等级:川⒒

评级展望:稳定

发偾圭体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总额.θ0亿元

本期发债敏度1佰 亿元

苯期票据期限:于炭偾主体侬照约定赎回之

前长期存续

偿还方式:每年付息一次 〈附递延艾付利息

条款〉

发行目的:偿还银行借款

圭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人氏Ⅱ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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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ll留对本瑚祟胍估

"状
况rk盱 评“|并公布信用等级蛮化

'权
利



硬囵》銮台戛耍≡雪酮 叹瓮目

主要风险/桃战
·公司煤炭业务毛利i0l有所下滑,20!‘

年煤炭业务处于亏损状态 ;

·201i年 .为倮障煤炭业务的整合工

作,公 司调减相关矿产资产,导致

所有者权益大幅下降,未 驵矿区推

合工作难度较大,整合△作的不确

定性绐公

"煤
炭扳块业务发展带来

—定肜响,矿权整合预计将持续较

长时 Hl.其盈利能力短期内难以发

挥 i

·公·il的 探矿权规

动性产生不利

·近年来公冂

启侦务l曾

力卩。

大公国 公司

二O- 日

主休勹Ⅱ期票据信用评缀报眚

眭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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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与中期票描侣用评缀报眚

大公信用评级报告声明

为便十报告使用人正确理解和使用大公H际资信评估有限公 ol〈 以下简称
“
大公勹 出

具的本信用评级报告 〈以下简称
“
本报告勹,兹声明如下:

、大公及其评级分析师、评审人员与发偾土体之问,除因本次评级事项构成的委托关

系外氵不存在其他影晌评级客观、独市、公汇的关联关系 ,

⊥、大公及评级分析师履行了实地调查和诚信义务.To充分卿山保证所出其本报告遵循

r客观、真实、公让的原则.

三、本报告的评缴缔论是大公依搦合理的技术规范和评级程序做J|的独立判断,评级意

见未因发侦主体和共他任何组织机构或个人的不当彰响而发△改变 ,

四、本报告引用的受评对象资料主要山发债主体提供,大公对该 i+分资料的其实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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诀策参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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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至本期票据刭朗兑付口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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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版杈属 △大公所仃氵未经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复制、转载、丨

"售

不n发

布;如弓|用 、l|l发 ,须注明出处,且不得歪曲和篡政。



雨国》杰瓮曼耍羿焉螂 岔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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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偾主体

青海H投前身为⒛01年 1月 成立的青海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管。l有

限责任公ol.2o∞ 年 ” 月更为现亿,公司是经青海省人民llk府批谁组

建的因有独资公司,出 资人为青海省旧有资产j怍 督管理委员会。201珏

午5月 14H,青海省则政厅向公司拨付 ro亿尢新增资本金.钺至 201亏

午 n月 末.公司注册资本为钙 亿,L人 民币 ,

青海 Tl投足青海省政府推动地 κ△业经济发展的主体,从事对青

海符特色和优势产业进行投资、受托管理和经什旧有资产以及信用扫

倮砗业务.⊥娈经啻业务分为钾肥、特钢、烘灰<钾肥业务由青海龠

湖△业股 iJ有 限公司 〈股票简称:盐湖股份,股祟代码;ll帅m” 经

芦,钢铁H'务 山西宁特殊钢集团饣限贡任公冂 (以下简称
“
西钢集团→

Fl卜 属控股了公 il西 宁特殊钢股份仃限公司 〈股共简称: ll宁 特钢 ,

股票代码:600117)经 苘 煤炭业务由青海省能源发展 (尖 刃〉有限

责任公司 (以 卜简称
亻
能发公司” 刀l青海省木 !煤业开发矢团泊限公

司 〈以 卜简称
“
木早煤业→ 经啻.谶 个 2015↑ 3月 未,公 il纳 人台

并报表范用的子公司有 !3家 〈见附件 3〉 .

⒛ l‘ 午 丙丿j16凵 .青海国投发4j公告,仵 木卑矿区整合期问.拟

将木里江仓⊥廾凵、四廾田煤矿勘探区探矿权评估价值 151m亿 元及

木里煤田荣乎更矿区 :井 l1采矿权评估价值 ml3亿尢,共
"2"⒛亿元从苻ilu国投圾木早煤ψ

’j账 务!||剔馀并调减资本公积 .⒓OI|年 6

月 10凵 ,公 司收到 《l∵
l+竹人氏政礻f办公厅大 艹核诚木里煤

"江
仓矿

这∴井 mV‖ 井 ll劫探区及聚乎更矿区∷井冂煤Tlr矿 业权价估l/J逍矢Π》氵

并十,lj“ 午 6月 进行账务调整。

发债佰况

本期票据掇况

青海H投拟在中川银行问市场交坊商协会注册总额l9· 为m亿元大

民币的巾期祟拥,分堋|发行氵本期{为 笫 期 〈⒛⒖午度第 i期 〉氵发行

今额为 !5亿元人民币.丨 公司侬照发行条款的/l定赎回之前长期存续 ,

并在公司依铝发行条款的约定赎
"|时

到期,面偾 !00元 ^本朋票据以

实名记账力式发行,在 丨:ll+清算所进行登记托什 不期票粥笫 5个和

共后每个付息 H氵 公 丬有权按面值加应付利息 〈包拈所有递延支付的

利息及共孥息)赎国本期中期票拥,本期票拥前 ;个计息午歧的票而

利率将通过簿记建档、矢屮配售方式确定氵在前 o个计息年度内锞持

不变.自 第 6个计息午度起,每 5亻r重置 饮栗面利率.若公间不行

使赎回权.贝刂从第 6个 }忠午度升始票面利率调粘为当期基谁利率加

上初始利差再加上 拘0个基点,在笫 5个计算午歧至 10个计算年度内

倮持不变,除非发忄强制付息革件,本期祟据的每个付息冂,公司「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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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行选抒将肖期利息以及按照递延艾付利息条款已经递延的所有利息

及其孳息推迟至下 个付息口艾付,且不受到仵何递延支付利忠砍数

的限制l前述利息递延不构成公司未能报照约定足额艾ll利息,每笔

递延利思在递延期问应按当期票雨利率累计计息,强制付息事竹指付

息口前 12个月内发′h公司向普通股股东分红或减少注册资本。苦发生

强制付息艹l+,公 nl不得递延当期利息以及已经递延l/j所有利忠及其

孳息.本期票掘本金和利t在破产ll{时的渍偿顺序等 司干公 刂所有

共他待偿还债务融资工其 .

本期架搦无+H保

齐午资盒用途

本期巩k据拟募集谈个 l巧 亿尢.将 /Lˉ

部月!于偿还银行借款 ,

宏观经济和政策环境

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但经济珀速迩步回落 ,经济发展

进人
“
新{态”

亏未柒短泅内我国经济有望鲑续保持平芍拔展但下行压

力仍较大,长期来F经济坫速将在中‘速区间内持蚊放缓,经济运行

面临较多的风险因东

近午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彳∫,亻H主要经济指标 ·l比坤速均I|现

不同程瘦的下滑。按照 l1比价格计算,2012~⒛ j4午 ,我国 C”p同 比

增速分别为 7阱、7孔和 7珏h,坤速逐年放缓:H期氵规模以 卜t亚

增加值同比增速由 100%降至 83%氵 l0l定资产投资 〈不含农户 )同 比

坤速由⒛ b哪竿仓 15烈|.降帖明!!访 .此外.近午涞F+l际伺 ll斋 求婵长

减漫 ,社 会消费品零缶总额 司比坤速 |丨 ⒛″ 午的 l"3叽降⒋⒛ !刂 年的

120%,进 ||冂 贸易总额 ·l比增速由 6冯降至 ⒓⒔h犭 经济增 《 rj放缓

制约财政收支规模的扩大,近年来我

"财
政收人同比增速逐午收窄 ,

⒛
"年

公共财政预●ni收入坤速仪为 $6%.政府性本仓收入仅为 3孙 .

20Ⅱ 午—季度,我田经济增长继续ljk缓 ,G0p。l比增速为 7啷 ,较 H

午同期 卜降 01个而分点,规模以 :△ 亚增加仳 司比增长6"吣 ,饲定

资产投资 (不 含农户 )司比名义坤 K"m|,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颌同比

名义增长 !0b%.进  "总额司比 卜降 b帆 .司期.令国公共则政预

算收入
"M`j亿

丿o, 司比培κ $钬肌:政府l+lI伞 预箅收人为 0盯
丿j亿尢氵 司比 卜降

"lln,,此
外,,ll!历 年 季度,我旧伞社会触资规

模为 1m丿 j亿元,同比减少 0s9万亿元.新增人氏币贷款 3bB`j亿

尢.截至 ⒛⒖年 3月 木丿我国广 义货币 (M2)佘额为 127"万亿元 ,

同比增 κ ll鸱 ,增速较 :年 同期 F降 05个百分点。整体来石氵受传

统行业产能过剩突出、房地产持续调整等因素彰响氵我崮企业生产、

投资放缓,工亚经济 讠社会投资igl速逐午下降氵实体经济 lsl κ乏力 ,

⊥地市场供斋不旺氵财政增收困难; △此 ol叫 氵佥融领域银行表外融

资的收缩、同业监管的加强等,也进 一步孚致伞社会融资规模{"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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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我同经济发展步入坤速放缓、转型提质的
“
新常态∴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增人、财政增收俐难丿近午来臼家力Π大货币政

策领域的定向调整。在继续竖持枳极的材政政策和稳健的货T砒策某

础 H,央行递过 卜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和降低存款准备命率、凼

务院通过出台艾件扩大社倮基金的投资范罔等向市场补充流动性,政

牌社会触资结构:同Π刂H务院先后颁布促过 i联网金融、电了商务、

小微个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不断改善
/oi业经苒所而临的融琰赀、融资

难

"题
.此外氵围绕稳坪长、促改带、调绀构、惠民△和丨防风睑的总

体恕路,旧 家制定并文施
“ 带 路∴ 苈(抨 萸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

发展 |大战略,推 zll r,ll尺等领域的发肢,仵蒌础设施建设和房她产

廾发领域加大投资力|宦 氵 方南通过创新城市建设融资模武等力式珈

速城锒化进程.加 大棚户区改造、交通建设等领域投资:另  力Ⅱ逋

过调粘房地产估贷政策消化行业过剩产能.促进房地产及相关行蚍投

资祠|应 增长 ⒛⒗午 llk府 △作报伊i中 弘 u。l“ 经济增长
”
和

“
价格艹 +jl”

两个核心目标,农明

"宋
通过金 hˉ

j、 财税 投饺{节点领域的政艹来

确保经挤运行处十介胛区问的决心

从外部环境来石,肚界经济分化态势明↓丿美国经济进 涉好转 .

il我 同出凵}大有
—

定的促进仵用,"受东欧她缘政治危机、诚侦珏

力牛 川素影响氵欧尢区短苏之力,目 本经济 |讠
饣滞不前,新兴经济体坤

长总体偏弱,加l之 付t坩 大宗 荀品价格波动哕j缸 、 诃际地练政洽冲突有

坤尢减,世芥经济的贺坊堇复苏动力不足,我国出 !l贸 易受到不利形

。l.因 内经济坤长由此受到波灰<未来,关欧

"+IV在

经济刺檄力面的

政矢调整、东欧政局的变动以及+il兴经挤体个融秩序的构建lt付我国

经济发展仍雨临 -定卜1险因素 .

预计耒来知期内∷找因经济将继续保‖△稳运行但经济 卜行丿{i力

增火,长期来希,我 |"经济增长将而临产业鲇构调整、转 l|捉质外部

环娆变化等风险闪素 ,

行业及区域经济环境

● 钾肥

国产钾肥产△保持铰怏珀长,钾肥对外依存皮有所阵低但仍处于

"位
:随i全球钾肥铂臼联咖 柒的形咱迁淅消陈,钾肥市圬价

袼总体呈现逐渐回升的扫努i未采国内钾肥价格上行预期显!刂强

2013午 以来,国 内钾llB产童维持较快I Il速 ,伞午钾肥折纯产母达

6"02”吨.同 比增κ
"Fl‰

同期,钾卿 刂造业完咸团定资产投资

75″ 亿元,同 比坤速为
"阢

%.中 旧是伞球
=大

主要钾肥斋球冈 (中

因、巴西、印度)之一,FiJ年 钾肥需求量iF】 】,200万吨.英屮进
"量约占需求总遗的 50%.谶至⒛】3年 lO月 ,钾 llg〈 折纯〉进

"累
计值 ol

比微降 l‘ ⒛%至 №92”吨,钾爿巴对夕卜依存歧 (折含氧化钾 !lll)%〉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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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珏码.接近切史低伉,亻日仍处十 F。i位 ,受限于可溶 l+钾矿储壁,我
lI凵 前钾肥 ⒍踽布右的 r{给 率很难再提高.20ll午 ,钾肥行业利润

“ 帕 亿尢,闸 比大幅下降 奶 9犰 销售利润率为 1?″%, ·l比 下降

16m个百分点氵创近丿1午最低点 ,ll11年屮国钾肥 (折纸化钾 10吗)

产量为 610Lˉ 万吨, 司比坤长了2啷 .

随着国内钾肥产伲、广蚩的不恂i提 商氵国际钾肥供应 l.l“ 逐渐退

LL∴ 从 午 议的ll lL大 合司谈判到没有明确童价的合作备忘球.受

,h期国际钾肥市场需求低迷、2012午印度llt府 卜调钾肥补贴廿致印度

的钾1巴消费童出现丁ll K大 程度 n勺 卜滑等

"紊
影响,仝球钾肥个业库存

高个。201⒔ 年上半年屮}H氘仳钾大合 ol△ 20】 3午 |月 签

",←
m∞ tex

和|Bκ 余 ol价格均 卜lll il)关 ,L/盹 受钾肥火合 司价格 卜ll l形 响,Pll!3

午旧产及进凵缸化钾 (l· r”|)价格不断下降.⒛ ln年 7月 叔)丨 |,仑球

第 :大钾吧制造个亚俄哕 |昕 ←la ka"宦 布退 |个球钾肥 lkl大 卡特尔之

一的 BPC联睥,便衍 ll将策略从
。
价格优先

”
变为

“
数△优先∴ 弓}发

钾肥业供给格局巨变.钾肥价格在卡特尔破裂丌l卜 趺
"肌

″彳i ⒛11

午,随右伞球钾肥销竹联屮|rl体 带来的影响逐渐消除,1。 肥}炀价格

总体呈现逐渐回升的趋协 .

20⒖ 午 ⒔月 19".屮 旧联合谈判小组与供应 荀nel∴ n!$k{ji(白

俄罗斯钾肥公间〉jL犭 )15年钥肥进 !合 。l芯 成—致.价格为 diR315

关九/吨 氵较 2tl l1午 个 ·l价格 :污κl0英尢/吨 .顶计未来 !ψ 2亻 r行业

辂体开工率将提爿,ll业 岽'(度 rl颦回升,因 内钾肥价格继续 h行的

预期显著坤强 .

● 钢铁特钢

国内钢铁行业产能过刊问题突出,行业调芷速皮缀u,主≡产品

价格处于下行区间;特钢产品专业性强,行业进入壁垒相对较庙.国
家对特钢支持力度较大i未来随扌汽车、机械、飞机和舀端装缶产业

的发展,特钔行业面临牧大发展空闾

钢铁是荩础的丁业屿t材 个属氵巴娃最大宗的冶炼个抿″丨种ˇ近午

来,旧 内钢铁产业田定谈产投资快速增长.带动 ∫钢饮产能的快速扩

张,随着钢铁彳Iψ坏坑的 卜彳i,彳 j_ψ 产能扩张速度芍所降llk,仁 !钢铁

行业的凵定资产比刂Π大. "炀化退
"|壁

垒较占.tl之 受到行j女 ←倾较

强,钢铁企业⊥动诚产 ‖i丿
艹
的积极‖不高,行业整休产能i⊥ 剩的特

征F+k为 明显.201刂 年我凵猁1钢产童 82亿吨,Fol比增κ0m.llk个 20!1

午末,粗钢产能达到 l!6亿吨,从市场需求看.⒓ 0⒓-⒛ lI午 .国 内

粗钢近表观消费最分圳为67亿吨、?7亿吨和 7珏 亿吨氵已早现缓屮

趋降趋势,但行业供求矛后依 非常突!|.

钢铁行业的发权 △宏观经济有着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氵近年来氵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增达放缓和结构1·l犍 ,钢铁业 卜游甫求疲软、产品

价格低迷等 。l题较为突 |,据统计,20⒓ ~2014午 ,苤点大屮型钢轶

企 lL仝年半均销售结箅价格分别 3〉 750元/吨、3.II2尢 /吨、3.0`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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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呈不断 卜滑趋势,⒛ 14午末,我国钢材价格综含指数跌午 831

点,同 比下降 16巩 ,为 ⒛ll⒔ 午 【月以来最低水平。共屮二级螺纹钢

跌至 2,ml元 /吨 ,钕年初下降 田5元 /Π电;热轧卷板跌丘 3,l3】 尢/吨 ,

较午初 卜降 ~8尢/吨 ,在建筑、汽车、机槭等下游需求不振.以及钢

铁产量维持高位的背岽 卜氵短期内主要钢铁产品价棉仍将处 ∫低位 ,

特钢技术壁垒较宀,柑对于普钢.大型专业△产个业不多.国家

对特钢支ll力度较大,刈 发痕山速铁路用钢、高弘渡利1械川钢等关键

品种和推广高强肢钢钐j仗用改节材技术给予聿点支持氵有利 刂公司亚

务的发展.特钢主荽消★领域包括l·

ˉ
△、机械、车丁、航天祠高端装

备制造等.近午来,住 /t乍△业和制造业发展 /j带 ·Jl卜 ,旧 内特钢需

求增长较快。供给方m丨 ,丨 ||r特钢本,专业性强不n规枝效应相对妆弱 ,

国内钢铁投赍多矢氵||艹 普钢,特钢产能坤速相对较性氵产能过剩压丿J

柑对较小 lH+l内 特钢

"j炀

也存在 定鲒构性供斋大衡, ⒈要体现在

中低端产品供给充足.宀瑞产″{受 技术限估刂,对进 依赖较大,受 卜

游斋求、原料价格等闪素肜响,特钢价格走势 Lj蒈 钢 lit本 致 |但波

动幅度较小.有利 丨
:刂

好地保证楹利能力的稳定性 .

特钢诮费I睥 长滞

"ir冉
钢.H在城镇化进lI放缓后进入消费高峰 .

口前 .我国特钢产鸯ui钅冈铁总产童比虚约为 l0%.与 工业发达囚家⒛扎-

2矾水十有较大差挪i.随右经济结构转犁,特钢行业尚仃钕大发展空问.

● 臌

⒛″ 年下半年以来,炽炭行业下济斋求低送,行业产能过刊恬况

持铵 i煤炭价格大△卞跌 ,行业利润垒词继绥收窄,亏损面持纹扩大 :

预计未来短期内氵炼汶供给总△宽松的状况难以改变.炽炭价格仍将

处于低位徘徊

煤炭行业属周期性 ll业 ,行业增κ与宏观经济以及 卜llr行业0l发

展密叨相关氵煤炭的 卜游πi求主娈集巾在电力、建材洞冶命等方而 ,

⒓011-20H年 `我 国火电发电壁同比增速分别为 l3∞
"、

0ω吒、6的%

和 0刂 0阳 .火 电发电蚩浒次出现负增 κ:水泥产⊥ 丬比坤速份别为

"1鸲
、7珏 0陆、95孙 |汨

"Hll叶
,粗钢产童同比坤速分别’jH ll屿 、∴ l0陆、

75矾禾iO㈩ %。 综含来苻,’ ll!3‘r煤炭主要 卜游千j.亚 产坩l.n速 ll所 回

升,仁 力度不大,⒛ !1‘ r坤逑出现大幅 卜滑日明显llk∫ ,l)l⒓ 年的水半,

守致煤炭 卜游斋球持续低迷.⒉汩n-⒛
"勹

:,我
l·l煤炭采选业主啻 lL

务收人同|L分别下降 ⒓m%和 66叽.利润总额同比分另刂卜降 nn m%

和 娲 20%氵 销售利润率分别为 7m%和 珏⒛%:仝亻r累 计△损企业个数

分别为 1,m8家和 l丿 m9家 ,亏损额度分 PJl为 小6邮 亿丿也和
"174

亿元.⒛庙 午 1~4月 丿煤炭采选业实现主营亚收入 臼丿!67⒗ 亿元氵

同比诚少 129码 ,利润总额 ⒖4m亿 尢, 。l比 卜降 6!∞叽.销售利

润率降为 】B9%.亏损企业累计 2,021家 ,亏损额为
"⒓

叨 亿元,较

2014午同期扩大 ⒛ 们%.

价格方面.⒛ 1!年 以采.无烟煤中块价格从最高位 1,3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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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卜降至 M8元 /吨 ,尢姻煤末煤价格从 914元/吨下肤午V6尢/吨 氵

价格跌幅分别为 389n%和 5339%.2011年 以来煤炭行业下游需求低

迷,行ψ产能过剩情祝持续 ,煤炭价格继续下跌氵行业利润忄问继续

收窄,方损面持续扩大,预计未来短期内,煤炭供需总母宽松的情况

难以改变,煤炭价格仍将处于低位徘徊 .

音海苗i化钠、i化钾和镁盐储△均居全国第-位 ,依托丰■的

矿产资源,0海臼形成了资源性相关的支柱产业 ;随!丝绸之路经济

带建没的推进,Ⅲ海臼经济保持怏速珀长,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

落后

青海省位 丨
:i{藏

宀悚东北 m‘ ,伞省面积为 72,|△ 方公‖,裁 伞

2011年未,常住人
"与

Ha” ”人,青诲省盐卤 石lm 大然'i等矿产

资 lf攻水能资源 |∶ 宙.古河省柴达木盆她初步探 ll氮 化钠储廿 ⒔,山 3

亿吨.氪化钾 44亿吨,佚扑小 2亿吨,储童均居仝 u刂 笫 位;日 前

共发现 16个油m b个气 |,l● 汕资源储最达 !2亿 钅吨,已探明储蚩

20H亿吨氵大然气资抓ll+坩 2.呻 7亿 市方米.已探”丨储廿帕n⒛ 亿 讧

方米.另 外,青海竹足κ江、贞河、澜沧江的发源她,水能碥臧坩迅

2.1帕 万 千瓦,可廾发利lll的水能资源为 1.mo丿 jr瓦
.

随着绉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椎进氵苘海竹地区经济快逑j"κ .增

速超过 9帆 ;仝社会川定资产投资、社会诮费品芩告总额杓进丨|l凵 总

额等增速很快。lH丨 ||1rijll符 j也处西北,交逍不便,总体发展水△与

东部发达地区相 1匕 佝较大芳距 ,经济基础较弱氵H前经济总母仍然不

高,在全国处十llrllt水 卩

顼 回
2014年 2013年 2012生F

数值 增速 数值 增速 数值 坤速

地H牛产总〃丨 2,|)0! !2 02 2.】 0【 05 !08 !,884 亏

"

!2 ⒔

财llk总 收入 !,亏 02 00 1,{j55 00 !,2|〈 ) 〈)〈 )

人均j也 夂△产总亻|∶ (丿j元 ) a 96
"2

规模以 ∴ ∶业珀加 li !,ω l0 70 I26 8.)7 !〈 i !o0

个社会

"定
,/i产投资 2,008 ?I 2! (l ⒓, {0⒔  00 25 ' I 9⒓ 0 ll) i"9

社会iH贺拈苓ll总 额 6【 1 (i! !i讠 (l 511 0B !1j 1φ9 9() !6 !

进出
"总

额 〈亿关元 ) 17 【9 ⒓2 o 丨40$ ∶)! ∶) !! k讠 () 2; (i

=次
产业纬构 9 1∶ 5⒔  |ˉ∶i丨 3? l 勺 0丨 阝7 j;32 8 9 刂丨|ˉ!i7 θ∶3丨!!| 7

擞甜火源.⒛⒓~⒛ i4午苘海爸田氏经济与社会茂旅统}公报

青海省工HL某础较 ulj丿 主要艾柱产亚均为资源相关产业,形成 r

盐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石汕天然气丌采及加 r、 电力

"i产

竿四大

艾柱产业 .201珏 年实现 △业增 ljn值 呖⒔出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 κ

.20"△
市海竹地区生产总伯在全

"a!个
省 "j r抬 区 |扑 名笫3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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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啷 ,其中,规模以 卜△亚肿加值蹭长 91%。 规摸以⒈△业企业产品

销售率为 94叽 ,同比提庙 26个再分点。规模以 ll工 业个业实现利润

骆 9【 亿元,同 比下降 $t巩 ,

20"年百it蜡财政总收入为 1,m2oo亿元,其巾丿地方公共财政

预算收人 坜203亿尢。个省公共财政Tl算支出 1亠 365呻 亿九,增长

9玑 ,青海符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挟取能力较弱.叫 政总收入主耍依赖

屮央补助 .

20l巧 午 )-ˉ⒔月.|廿海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巧78亿尢氵按叫比

价计算 F。 比坤长 7孙 .分产业希,第 产̄业坤加值 】吕
"亿

尢,fol比

婵长 43%;笫 △产业坤加值 193∞ 亿元,坤长 6啷 :笫 :产 Nll,增加

伯 2】612亿尢,蹭 长阽玑

预计耒来 l-2午 .lL若丝绸之路绎济带建设的++赳 ,古海竹经济

将倮持增长 , 匚业丈力将继纹坤强.lh山 j=古 llI竹经济堆甜较弱.地

方公共Fl政收人获llx能 力较弱.财政总收人主要依赖巾火补助 .

⒛
"年

,音海仕出台了 《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扫寻志见》井

决定进行国有企业改革试点,公司作为自海省妓I要的国有资产运营

主体 i在推动口海臼经济发展中具有E要地位

20ll年 8月 .莆 |l竹 |{台 的 《大 r深化 Il资 国企改 o· 的指导意兕》

提出,青海竹将多途径发展混含所有制经济氵根拈不 司旧仃
/Fv业功能 ,

确定含适的 词有股权比例,加快推进国有
/ri亚

特别妲丨|公 i丬 层而H勹股

份制改造。在丨丨|资 个业j|i,除 资本经青类公司外, ∶、 ∶级 弋有企业

原则 冖都实行股权多尢化 弓进央企、大型民甫个业和共他企业.尥
j±产 (股 )权转让、坤资扩股、资广吏组、+mt范 冖市{方武,实现国

有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经‖机+l市场化 .

⒛11年 l0月 .音 W艹 书川资委诀定选择四玄竹属 {资 个业廾展旧有

个业改革试点,lj在
"部

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斤展发炔沈个所有佧刂经济

试点`积极探索、稳妥l+进 、分步实施发展混合所杓制经济的仃效路

径.实现企业牿体 i"j∶ 在公旧丌展改组国有
·。̄

本投谈公

"试
卢i在

青海省三江集团有限赍任公刊开展政组 +l有 资本投资运竹公

"试
点 :

在扑湖股份升展莆△贪彳刂
:lt缶

级管理人员选聘、业缋考核和菥酬舌理

试点。通过以点‖mi,探索和破解省属出资企业改革腓题的做法和经

骀,力争到 ⒛⒛ 年,形成更加符含果本经济 |刂嗖和社贪 ∷义市场经挤

婪求.其有舌冉特尸i的

"有
经济实现形式、国泊资本运‖力式 同有

个业运行机制、国有资产监什体制《

公司仵为青海省墩{要 的国有资产笤理运常主体.襁 卜抬股盐湖

股份和西宁特钢竿 卜市优质资产,承扫着 L±l有 资产保值增亻肖、国企改

节以及产业弓导和扶竹的重去职能,在推动青海爷经济发展巾其有章

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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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与竞争

公司的啻业收入保持

"长
,收入和利润主≡来自i化钾和钔挟制

吕的生产销售,但工国内外市场环境形咱,苜业收λ珀速逐年下降 ;

农炭业务毛利润有所下沿,20i4年煤炭业务处干亏损状态

公司的收人和利润△要来臼∫氯化钾和钢铁估刂品的生产销售,这
两I,i业务收人占公i刁 常业收入的比革超过 m%,乇利涧占比超过

"%.但受 Fl内 外市场环境肜响.肯业收入增速运年 卜降,⒛ 13午不n⒛ ll

年常业收入增速分另刂/NJ″ 4珏%、 1?~%
钢铁板块山子公刊

"钢
集团负贡,收 人持续 ∴爿.⒛ I3勹:,原 、

燃材料价格下降幅渡低 【
·
钢材产品降幅,公司钢材板块乇利率同比略

有 F降 :2011午 ,瓜 、燃材料价格 卜降幅嗖高 }钢材产甜!降幅氵钢材

制 {{!板块的乇利率仃所川山。

项 目
20小 年 l~3月 2014年 2013垄F 2012年

金颌 占比 佥颌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颌 占比

菅业收入 48 εo l00 0( 289 ?? 100 00 240 51 100 0( 193 4θ 100 00

钢铁制品 !| b,∶ ) 2j 95 ?2 "b {.){∶) (j,∶ ) ?! ?? VV !! 68 80 a; ;b

氯化钾 16 75 34 ⒔2 10刂 7"
"2 48

80 95 32 $f ⒔2 7】
"2 75

煤炭 !()()i: 20 55 49 !! 19 u2 a7 4B !o2( 9 9[ 5 !3

贺易 6 22 12 ?s 礻tl 吕2 !C O3 4! 0l !(jκ讠⒔ 18 δ2 9 o?

共他业务 亻 Il

^ 42
2j 94 9?! 15 6 2礻 !j 53 6 99

乇利润 l4 07 100 00 84 69 lO0 00 62 07 100 0C 65 4: 100 00

钢铁制品 l ⒔0 丨2 02 15 ⒓讠 礻5 11 8" 188r i2⒓ F 1B 7j

氯化钾 ll68 64 66 59 99 95 20 4j ≡
b 灬8 6⒔ 46 !吕 70 5‘

煤炭 0 讠5 2 31 2 5( -礻 9? 3 10 ;4{ 2亏 3 89

贸易 ⒓ l! 11 09 5 "( 臼 61 ÷O nn —
ll 6⒓ 0 l￡ o 2f

共他业务 !0j 6 8臼 6 82 i0 ⒙
"

1 9? 7B9 | 20 0 5(

综合毛利率 sO 68 29 2$ 26 56 3a B1

钢铁制品 15 10 2() 7j !65( B】

氪化钾 57 79 57 2臼 5j 55 B()

媒炭 讠 49 -5 0n 9 07 25 bB

贸易 33 92 1j 56 —() 95 09:

灭他业务 2o 06 28 49 32 i;4 3! 71

数据来源:根坩公 刂捉供谈+l整理

氙化钾业务山子公 .il扑 溯股份负责,近午来亚务收入有所波动 .

2l0i⒔ 年由十掴际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氯化钾销估价格大幅下降,当

午销售量虽然大幅上升氵lH是收入水平有所下降:随着氯化钾产能的

ll火 ,销售童大幅捉升 .力Π之氯化钾价格的回升,⒛ ll年叙化钾销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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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 ·l比 j曾 κ⒛ m%, 司时毛利率有所捉高々

煤炭业务⊥娈山子公司木生煤业和能发公冂经苻,近年来业务持

续坤κ,⒛
"午

,煤炭收入大帕增长丿主要是外购煤源规模扩大所致。

煤炭ll,务 毛利润有所 卜滑 ,⒓O14午受煤炭价格继续大幅下降的影晌氵

煤炭Ⅵ

'务

;损 2∞ 亿元。

公词本部的贸芴发展较快,贸 芴。
°
l种包括有色今属、黑色命属、

矿产品爷大宗材料,其体足指铬铁、lf+铁 、碳化硅、坩团、铝锭、铅

锌、优质焦煤等产‖的采购汨诈肖竹:20ll午 实现业务收入 4】 Ol亿元 ,

牧 20【 ⒓午大幅增珈 ” 的 亿元氵 ,损 0m亿 丿亡:⒛ 14年实现贸笏业

务收入的 砣 亿
`亡

氵略芍 卜降.乇利i·l为 5m亿 尤 共他业务收入主

娈包括航空业务收入、住|L收 入Ir房地产亚务收入等

⒓0!o午 !`$月 ,公 刂实现 |t·l,收 入 们 № 亿尢氵 司比减少 643
亿丿o,毛利 ll·l为 l"07亿尢, ol比 减少 0m亿 尢,主娈足受氯化钾和

钢铁业务肜响所敛 .

预计未来 !ˇ⒓午,公 刂lr|‖业收入仍将以钢铁杓氮化钾销售为⊥ ,

lH受 H内外市场环垠彬 ll牧 大,业务增 κ其有 定̄的不确定性 .

● 钾肥扳块

公 ·l氯化钾业务收入 t嗖 来自 卜属公 i丬 朴jml股份,盐湖股份是我

H墩大的缺化钾{产 个仳,共 资产规糗、收入规棋在公司占比较大 .

毛利润足公 刂乇利润报∮要的米源。

盐湖段份足我国钾肥制造行业的龙头企业;钾盐资泺优势显扌 ,

竞争力很强 ;受钾m份括和产销△的形咱,斓 段份的收入和利润有

所次动

扑湖股份足我

"垠
火的++肥△i,个业,产能产最均居仝囚莳位 ,

H远超其他个业 ,̌ll!亻 午.扑涮lli份 氯化钾产遗佃n局o万吨.占 伞国

缸化钾总产蚩的
"%△

右,市场地位尖出。盐湖股份具有很强的资塬优

坍,苻海省察尔汀盐湖钒化钾ll/母

`i个

囡己探
"丨

氯化钾地质储童的灬啦

以 1.扑 iJl股份0H仃的采ll● 权樘涟 F察尔氵r盐棚矿产llu最 的阢%以 h.

项 目 ⒛⒗年 !~3月 ⒛
"年

⒛!a年 20⒓ 年

总资产 00? l⒓ φ7⒙ 99 ;礻80! 刂2刂  4(

营业收人 |φ  7亏 !0" 7o 80 05 82 7!

挣利ilH 0 llo !⒔  ⒔! !0 66 27 52

经营忤净现全流 —
{讠  "H la ;6 ! ⒔4 !4 8Π

毛利率 ;7 6" 氵;! `,丨} ;1 44 55 8〔

资产负债率 72 B犭 67 !讠 66 5a 5B 32

诤资产收益率 0 0a 7 ⒔9 b 4! !5 8F

数捃来源:盐搠股份⒛⒓~⒛ ll午市计报告、⒛!;午 !^+ll财 饪抓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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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盐湖股份具有较蚀的资源优势,氪化钾生产成本较低,盐溯

股份氯化钾业务乇利率较高。2013午由十受到旧际钾肥制造商的冲击 .

钾肥价格大幅下降丿盐溯股份营业收人 ol比碱少 176亿元,诤利l·l日

比减少 1686亿元.⒛ !4午 ,随着全球钾肥销售联盟解体带来 l’u形响

逐·+i悄 除,钾肥市场价格总体呈现逐渐回升的趋坍,盐湖股份的乇利

布略有训高,同期随芾钾肥销童大幅增加 69” 万吨|盐ili股份朐啻

业收入 ol比增长 ⒛ 2叽 ,且然近年来受H际 ll肥市场价格变化的肜响 ,

扑湖股份销俜收人出观波劢,但 由于盐湖股份的资源优势非{明 显 ,

钾肥吡务楹利能力很强

⒛⒗年 l~3月

产ht }20 s7

|127 θ6a9? !5

!,rl5j 93

收人 (亿 元 )

数甜来掀:根掮公句提供资ll艹珥

H前盐湖股份的谈源丌发利用仍以缸化钾的捉取为主,资源练合

利∫H租度不高,近午来盐lhl股份不断投资.分两期建设盐湖资源练含

利川频 H.以实现盐lml资源与大然气资源 rJ纬 合,在氯化钾的深加 I∶

过假巾,形成尿素等 |氽种产品,以推动公|"κ期发展.其屮,综含

利丿H项 日 -期 已能稳,L迕续运彳刂∷但由△⒛!1午化△产品市场价格处

∫低位.同 时大然气{原材料价格上涨氵练合利用项日—
期亏损 7ll

亿尢^综台利川 =期命临铁 体化项日、 ll纳公司 P、c 休化项 H、

菊i增 |00万吨氯化钾项 H均按照预定进度矬设,预计总投资额 ⒔7$"
亿尢.截至 么)l历 午 $丿刂末公司己完成投资额 |⒔ 勹m亿元.综合利用

颈
"有

利∫盐湖股份的资源利用效率和产业多尢化发展,但现阶段综

合利川项目在建数毋钕钐,投 资规摸大 .ll"刂 丨刂内无法达成连蚓 i产

形成效益 ,

预计未来 1~2午 ∷牯湖股份将继续保lj较弘的资源优势,随若 1·l

际钾肥价格的波 j̄氵 盐ll股份氯化钾H'务收人汨利润水平将受到彬响 .

亻Hκ 期内钾肥价格仍将 l涨 :此外,综合利川顶日短时 ul内 无法形成

规棋效应,对利润肜晌较大

● 钢钦扳块

公司钢铁制 讠业务收入⊥要来源于凼钢矢团,主要产品包拍碳萦

结构钢、碱索△其钢、含仓结构钢等八大类特殊钢产品.⊥营业务包

扦钢铁冶炼及加工氵铁矿、煤矿采掘以及煤炭焦化的完整产业链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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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钥午团是酉北地区唯一的百万吨级特钼企业,乓有较强的规摸

优势;近年来氵西钢△团的苜业收入保持珀长,但受钿铁行业产能过

剩肜响,利润水平有所波动

西钢集团足西北地区唯—的百万吨级特钢 /oi业 ,产品涵斋 4m个
牌号,具有较强的规棋V1力 《截至⒉)巧 年 3丹 末氵公司其狗年产铁 130

”吨和特殊+lxl l㈩ 刀吨的生产能力

⒛⒗年 1~0月

!6? 4`

经含性诤lt金流

资产负 ,l率

净谈产收 ll率

76 25

数l0,来抓;`刂 钢饫

"⒛
⒓-⒛ 11勹 :0讠 报告次⒛ h"i!"归 财努揪未

近午来,随若销廿的坤珈1.西钢集团的啻业收入保特坤κ,亻

"受钢铁行ψ产能过剩的肜响,利润水平右所波劫.201⒓ 午,受钢供行业

产能过剩彭响`西钢架旧挣利i阅 H比减少 3亏 l亿元<201⒔ 午个午市场

斋求持续低迷,钢材、△炭价格大幅下泔,原材料价格 卜降帕嗖低 ∫

钢材产品降幅:此外 ,|{丨 「内钢尖团处 j=转型升级Π刂期.新矬顶

"投人扩大融资规棋,同

"淘
汰落后产能处置日定资产形成 ÷拈1.⒛ 11勹 :,

钢材价格继续下拊.ll灶铁矿石等原燃料价格大幅 卜降.钢铁个业△

产成本大幅降低,净利润为 0m亿 元,p。 15勹 i10⒔ 月.内钢攵刊饣

损 071亿元 .

顼 目 销且 〈万吨) 单价 〈元/盹 )

年份
20】 6壬F

1~a月
2014拄F 20】 0生| 2012年

2015壬F

!~0月
⒛⒒年 2013年 2012年

不锈钢 () 86 2 76 2 29 2 5⒓ 7,337 7,812
"(丨

{丿 ! ⒔,⒔ !()

弹簧钢 o 0" 0 02 0 0亻 ll ω∶〕 5,662 1,‘ 2] {、 ρ(|(l 1“ ){"

滚珠钢
●
° ? lt 6 o6 ⒔ 51 6,局 28 6,13o ;,9】 i} 氵:△ )ll〕

合工钢 0 21 0 9B ! 02 ! 02 B,1‘6 7,9弓 8 B-36亻 刂,"75

合结钢 1B 8B 95 0B 91 31 8￠  a8 j,60j 3,132 亻,00$ 4, |Fi0

碳丁钢 0 】9 0 28 o 26 0 ;‘ 5.105 4.a26 〕-920
^,065

碳绌钢 4 21 】9 92 20 12 $2 "7 θ.0氵 3 2.BB1 ⒔.⒔ 21 n.572

数据来llf:lltIl公

"捉
供资+l整理

预计未来 】~2午 丿公冂仍将面临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和个业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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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题 ,揪利状况将付纵受到彤响 .

酉钼柒团的成本捏制拄力较好i拥有的煤铁资源比较丰自,有利

于培强整体抗风跬能力

,1l钢集团忄产所衍原材料 }要为′h铁、铁合金及废钢等。生铁、

铁含金利用臼有矿及肖地采购饮枯粉、铁合金符进行冶炼,同时因自

有矿山的建成提山 r供柑粉和铁合金的治炼氵凵此从 ⒛15午起,己不

再采购废钢作为原材料.此外焦炭伞邯通过内祁采购满足 .

产品名称 项 目 ⒛16年 1~a月 ⒛“年 2013垄F: 2012垄F

铁精粉
采购壁 25 ()7 !φ {∶{ {i)〕 !6氵; i}B !丨;⒔  ∶j{}

均价 6]7 2】

!0 60

7,j ‘0

φφ !0

791 B7 77⒔  !u

年炭
采购星 o0 01 58 {j;

均价 805 32 卜6s 10 1.()70 11 1、 ⒓66 5卜

废钢
采购董 00! 】∶i !0

均价 ∶氵|:)】 1 9B
`,694 

“()

镍板
采购量 00〕 0 12 0 12 (∶) !!

均价 89,"⒔ () "⒓ !()()、  !:i:; !)! 90,6】 2 亏2 l ClB,C75 00

高铬
采购量 () 51 ⒓ 02 1 9" 乞 礻亏

均价 5,091 ()" ;,"(〕 7 !勺 6氵 241 12 6氵 592 71

救描来掀:根据公

"捉
供资料牡理

西钢集团拥仃的铁矿亻i资 源和煤矿资源较为+宙 ,H煤质较好 ,

n1以作为堪础炼仵姒种炼制优顶而命焦灰 ,

矿产名称 储女 年产能力 控制比例 投产倍况

大红山钬矿 0.丿 () n0万吨铁精粉 ?0 已投产

白 泉铁而 ln 讠| ll lj吨 饮枯粉 100 已投产

洪水氵。∫铁佃 0 Ij

~l丿 j"1铁 枯粉

1()o

己投产

磁铁 |铁矿 ()()B 建没巾

‖+卡刂午大仰 0 ()2 已投产

大抄龙铁矿 o 0勺 勘探 |

它艋脊汉西矿 0 15 B; 坳探中

野马泉矿 o 39 ⒙5 勘探ψ

湟中石灰石矿 0 】o 70万Ⅱ1亻i灰石 !00 己投产

汀仓矿区 n 15 焦煤 ⒓0万Ⅲ电.徇 万吨焦炭
_
°

●
◆ J投产

肃北七角廾钒矿 o nω !,900‖ tV20:; 80 建设中

数捃来源.根捃公司捉供资料将理

i9l计 未来 1~2午 ,宏观经济0。h速的放缓以及钢铁行il,整 体下滑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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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的持续将会对西钢矢川的收人和利润水平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西

钢集

"臼
有铁矿、煤灰项 H将陆续投产,原料臼给率也将进 —步提高 ,

成本控制能力和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将有所捉高。

● 煤炭板块

公 ll的煤炭业务⊥骐丨|个 资了公司木里 lll业丙控股于公司能发公

司经常 能发公 刂成 }j120"勹勹 丿|. hB家 中位共同出资.注册资

本 ⒔5灬 亿元人民 「l氵 ⊥嗖对苘海省海 V0州 伍卡地区及周边尚未探”丨

的煤炭资泖过行独宋劫拣 丿廾发.木 甲煤业成立于⒛ l「 午 l0月 ,初

始注册资本为 03b亿尢人民 Tl,土耍是依ilo同 玄煤炭矿区整含的产亚

政策,对木 u地 区″业权进行粘合及丌采经营.对未里煤口0l丌发迸

行统 规划.丿 |亏经陆纵坤资氵木 ll炔业注册资木为 318亿元 .

能发公司定位为丨海古△大探炭生产企业,拥有丰宫的煤矿资源 ,

仔到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发展前△广阔

芾海竹煤炭谈源llF甘礻H刈 贵乏氵供斋缺 较大,为保lT古Wj竹煤

炭 i,· 源的供给,ii洳 竹川谈委发 LL纽建 r能发公司.能发公冂定位为

苘海省最大的烘炭△产个业,拥有大迪矿H 伍卡矿区和团鱼

"矿
区

⊥个煤炭午产矿区 n卡矿 κ足古海竹吊大的煤矿之—,凵 前己拣明

储童 ⒛ llˉ 亿吨.灶古 l,竹 垂耍的动力烘资源聚失区.能发公司是鱼

卜矿区的
"t 

廾发 |∶ 休,汇住对矿区进行大规模丿r发扩建,龟卡 、

△、⊥廾
"总

计 氵⒎)”吨/午 rj佝 廾顶 H【 l经开工建设,I,i凵 达产后能

发公n杓成为舌 lJ竹 h1大的煤炭△产个业。

鱼卡日区 廾曰

伍 仔矿区 :井

"l缸卡矿区
=廾

田

偾料来浊:根掮公 勹捉供0川 推现

2012年 .能发公 刂△产原煤 ⒛8"” 吨.销售原煤钿3“ ”吨 .

实Jmt销 告收入
"们

亿尢∷ 丨:哽供、她火力发电|用煤.⒛ ll年 ,能

发公冂△产原烘 纽
" 2”

吨,销0i们 1Ll l刀 吨.半均售价为 ”6ll

元仰电,实现销传收入 |0呻 亿九,⒛】4午 ,能发公司生产原煤 2"
万吨,销售 m371丿j吨 ,艹均侪价为Hb巾 元/吨 ,实现销售收人 1$1b

亿元.⒛ 15午 l`⒔ 月.能发公司生产原煤 ll2"万吨氵销售原煤 m阢
万吨,实觋销售收入 !39亿九。受煤价 卜降影响.能发公刁原煤销售

收入有所波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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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祟姗侣用评级服芾

木里炽业对0海木里炽炭矿区的芷含工作难度较大i整含工作的

不确定性给公司煤炭板块业务拔展带来-定形响,矿杈芷台预计将持

纹较长时间:其盈利能力短期内难以发挥

公司另外-家煤炭业务经常土体为木里煤业,木里煤业主要负责

对木驻煤矿的投资开发,青海竹木牡煤矿位 j1帝海海西蒙占族藏族自

治州大峻县和llu北臧族臼治州刚察甚交jyx处 ,资源llu虽 3亏 4o亿吨氵

煤质以优质炼焦煤为⊥,⒛ j0'r】 0月 ,为贳彻因家煤炭矿区整仑的产

业政策,公司应苻海佾政府娈求成立了木里煤业.古汀j省政府将木里

矿区￠刂V权统 授予木△煤业 ,并授权木卑煤业对己发放的矿业权证

进行冂收整合.对矿Hnl廾 发经苘进行统 规划,探矿权以公允价值

丙l资源llF母为菇lˉ 评估入账,⒛⒓臼∶.木 ∴煤业办理了该地区 7个矿

区的探矿权
"H,资

浙储廿共 l⒔ l0亿吨∷评估入账价值合计‘0706亿

尢.⒓0!⒔ 年 亻月.木 ‖煤业办胛 r3个探矿仪lT和 l个采矿权证氵评

估价值 3tl0的 亿元,探矿权的评估入账大ψ臼蹭加了公冂资产规模 ,

20l‘ 午 6月 ,为 r保障粘合 :仵的平稳推,ll及 处理好相关冲尖 ,

公 i刂 将木里汀仓∷廾丨丨I、 V"廾
"煤

矿0Jl拣 区探矿权和木牡煤田聚乎吏

矿区 :廾 lH采矿权共计2!∴ ⒛亿元从公司及木里1。
f业的账务屮予以剔

陈,调减公冂及木‖烘业的资本公积,本次调整己获古海省政府批准

执行∷本次淡产ll.l碱 不涉及旬权资产的转 |丨 !,仅对账而迸行lla整 ,未

对公司经什产△实顶性彤响。该耵预也反映F木卑煤业矿业权辂合工

作雄度牧大.辂合△仵的不Fli定性给公司嫔炭板块亚务发展带来 定

肜响,此外,矿权稚含侦 }丨 将持续较长肘 ul,共楹利能力短期内难以

发折

矿井名称 女汀估工 年眼 评估值 矿业权证

江仓北翼 9寸廾 2!, !22 o⒓ 2; ;0 7⒓  tl! 探矿权

江仓北翼 8号井 ⒓8,⒔ 8】  0l ∶犭tl 弓() 50 o 探矿权

江仓北樊 7号廾 28` !7⒓  ↓( ⒓9 ;o 6j !, 探矿权

眵嗦贡Il矿 冈 !!,o l Cl()( 27 12 ⒔2 4: 探矿权

聚乎吧6号廾 9.945 ()( ao oo ‘⒓ b: 探甜权

汀仓 2号井 】:;,()00 0( 1犭 ‘ ()0 !0! 〕! 探矿权

江仓 5亏廾 !|, {"7 4( 2氵  ?o l⒓9 7o 探矿权

聚乎史 5号井 【! !77 6( 2礻 20 76 4F 探矿权

合计 1a8丿 6o6 7B 600 刂B

资料米源÷根钳公司捉供资料蝥理

木里煤业还未丌始生产原煤,所采购煤粑±·部用十销售,⒛ 1I午氵

木里煤业销售原煤 V9刀吨,平均售价 m3尢 =I电 ;2015午 1~3月 ,

木±L煤吡销售原煤 们 刀吨,平均侍价 纽5尢 /Ⅲ电,

顶}未来 !~2午 ,依托}宫的煤炭资源和政府的有力支持氵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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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仁青海竹煤炭市场巾 h据市要地位;但木咀煤业矿业权推合△仵难

度牧大,整合工作的不确定性给公 ol煤炭板块业务发展带来一定肜晌。

同时,矿权榷含预计将持续较长时问氵共仳利能力短期内难以发挥。

● 股杈投资及其他板块

公司其他业务板块主要由电力业务、担保业努枸成 :宙海国投在

扶持Ⅲ海省骨干企业和优势产业、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奄定快这发展等

方面具有工要的地位 ;公司投弘资项目涉及的行业众多,风险评估和

监控难度较大

公司电力ψ务收入 ∴要来源子控股子公

"古
l+省水利水咆*川有

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水电集团→,水 L矢川}要投资苘lll省嫣 ’

l

的屮小水电设施,饯机容垂为 19hl” 丁丿j丿 装机容童较小.你t利能

力竹限 ⒛″ -20j‘ 彳r,水 电集团完成发 L垃 卜
"亿

干瓦Π刂、9”
亿 卩瓦

"和
ll∞ 亿丁臼刂,售 电童分别 $!9亿干瓦时、9⒖ 亿千瓦

时和i9″ 亿干瓦Π刂 司时水电集团还水

"!右

饣大济淫调水总 |柒等竹

内丨△△程的投资砬设,资本艾出压力较大氵除此乏外.水【L架 川积

+Fk向 光伏发电和风电茁i能源方向拓展 ll=务 .{取待 r湟 lln l l达 打
"地H刀 r1∴ j 南坡的钛亻拣何权 .

顼 目 ⒛⒖年 1~3月 ⒛“年 20!a年

总资产
"" !2

4】  ?n ⒓7 6o

诤资产 2〈 i ∴0 2|i ⒓7 2()1亻

营业收入 () "2 ⒓ 74 ! 22

|j|不刂丬+l ◆ 02 0 刂2 0j】

在倮贲仟余额 !5() ⒔3 !b? 亏7 92 !0

担倮女仟放人比例 (倍 )! ; 73 0 3“ ‘ 5?

担倮代偿率α〉
j

! !o 0 00 o 00

流动资产 i叮 1匕 仉)

" "
89 6t 89 44

数拙来掀|舣 ll公 诃捉供资}肥理

公司对外扣保业务 ∷挟南=级子公 刂△汀j竹 l^用 担保椠旧亻∫限责

任公 .il(以 卜苘称
“
苻lll估 倮→ 和

=级
∫公 i凵 苻ln^四 绯估片i扣 保有限

公 刂 (以 F简称 叩Π维公

"→
开展.’ ll l"午 ,公司组建了″ll估 保氵

并以四绯公司作为青海l,i保子公司,继纹廾肢lll倮业务.青 if9佶 保是

集政策性和经苜性 l,务 ∫
ˉ
体的融资性+ll保机构丿经常范囤包韬融资

担保业务,再担保业务.融资服务,政策 lr担保,经监管部丨|批准的

其他业务等.截车 ⒛ l丙 年 ⒔月末氵青海佶保注册资本为 ⒛
"亿

尢氵

担伙★rI放 大比例 ÷

担傈代偿率
÷(同期 )

在l+贞 仃余额
'iF资

产

代偿攵

"`(同
llq)已 解除担 l● 额×!0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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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为 钽 12亿尢,挣资产为 ⒛ m亿元氵在保贡任佘额为 150"
亿元丿担保代偿率为 l"%,

20】 3~⒛ 1I午和⒛16午 1~3月 氵青ll信保分刖实现啻业收入 1”
亿元、2"亿 尢和 0矽 亿元应截至 ⒛15年 a月 未,青海信保的前 {

大客户以政府机构、投资、能源和房地产廾发个业为主氵在保责任余

额合计为⒉ 00亿元,占公 ol诤 资产 r|70臼 s% 共屮,青海估倮对V"

宁市城东区土地统佃和储备服务 中心存保 责任氽额 占净资产 l/j

"珏
1%氵 不符仓 《触资i+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中

“
融谈性担保公

冂对单个被担保人提供的融资性扫倮贡任余额不衍超过诤资产的 l0%,

对单个被扫保人及其 .大联方提供的融资性扌H保 责任余额不得超过诤资

产的 1矾
”

的规定 .

公司是青海省政府的△业资产投资公司,臼 成i以 来不凼i扶持帝

海符优势产亚和H仃付 冖个业快速发展.公丬mL合盐湖股份弓迸战略

投资,并全力支拊原扑棚集闭和盐湖钾肥股权合并恪体上市,上 市后

的实体吏名为扑搠股份÷公 ol多 次婵资西钢焚川.以解决丙钢集团资

今不足 ·l题 ;连续坤资仔海银行氵推动莆海ll|行 向资本市场的迈进 :

持续j睥 资四维公司.并细建信用担保集团,+l保能力得到增弘 .

公刁还丌展 r转偕款业务,对具有良好发腱泄力的巾小个业进行

扶持。截至 20j5年 3丿 j木 .公 司已△⒔l!宋银行索计签ll转佶款合同 .

累计发l,k转倩款 2160“ 亿尤.由 于风脸控 |刂 完捋、操作诨慎稳健,碱

△ H前公司的投资项 H没有发△不良记未。但山

`帝
海省总体经挤发

展水半不高,地区金融体系不完苦,巾小个业辂l0· 实力和抗1ll险 能力

不高, ol时公司投融资颀凵涉及的行业众多有⒛10午 以来氵公司转估

款业务共投资⒔7家企业丿发放转借款 W07亿 元.涉及制药、担保、

命融、创投等多个仔+ll丿 公司投融资风脸的评屮irn临抬而临较大的挑

我,

综合来看,公司在扶特青ll+省 昌干企业和优坍产业、推动地区经

济社会稳定快速发展竿方面其有审要的地位,未来整体实力和可打纵

发展能力将不断待到,.i强 何

公司治理与甘理

产权状况与公司治理

公司是经青海竹人氏政府批准组建的因仃独资公间,其实际控制

人为背ilI省 国资委。公司依据 《巾华人民共垌因公司法》及有关法徘、

法规、规定成立了帝孪会、监事会氵建立了较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 i己 山百海省国资委捉汶任命,五名监事巾的

0lj名 由百海省国资委推荐,副总经理由青irJ爷 国资委任命,财 务负责

人山董事会任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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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硌与管理

公司将继续贳彻宵海行政府的战略意图.发挥it模优势进行融资 ,

构建规模化、专业化、侈元化的因有资产运营和发展模式:在苻llo省

政府的支持下,主要从}对苷海特色和优势产业进行投淡、受托管理

和经茼旧有资产以及丌展估用担保等ψ务.推动地区经济快速稳定发

展.此外氵公司将。
lt绌 大力发展钾肥、特钢、煤炭等主竹亚务.未来

公 ol将培台核心个业.lJ筑产业平台.完善投资结构,分散投淡卜1险 氵

利用各种资本运作手段.文现重点产业的快速稳步发展,构建市场化

运作的国有资产经什投谈公

" 
公冂以资产运啻祠l投融资业务为核心

建立健仝 了
—

系列内扑什jΨ制庋,突出 r项 日什刑仙刂丨芟In透 ”丨化、刂

视化、可溯化 r|运仵卿念,形成 r有效的运行机制

山十盐湖股份、 lt钢 *田竿是苘悔省的甘干国拘企业氵竹政府和

省同资委对这些企业的经什什胛有 定的彰响力度 ,公 i刂 rl"炀 化

集团化i-莒机制有待进 涉完舀,此外 ,公司控股亍公 刂能发公 i叫 原

财务人丿⊥ 吐才拥

""银
ll ll款 共计 卜〉H29m万九,⊥批才己被判尢朔

徒刑,公司己仝额 }lt坏账.公 司在对十公司的符泖廿制以枚内控制

度的完羊方面仍有 ll加 弘 ,

抗风险能力

总体而苔,公 |刂 H前 lH仃我

"钾
肥 ljn△ 龙头企业 {+lH仃察尔汀擀

湖大部分的采矿权、ll仃 内北地区唯 的百丿j吨级特钢个亚、粘体缸

利能丿J很强。此外,作 为摊·uj青海省工业经济发展的实亚及谈产什卿

公司,政府将省内lΠ 唼的闼有企业划归公司常理.公
"抗

风险能力极

强 .

财努分析

公司捉供 F⒛ 120⒛ !1午及 ⒓015jF⒈-3月 财务拙汞.北△兴华

会计帅事务所 (特殊艹逍合伙)西安分玎i对 ⒉)ll-⒛ 11勹 i的 财务报灰

分别进彳1_r审 计 ,⒛ !2年△ }报 〃i为带弘调事项段
iul保

卩总兕{}竹陡

告,⒓0l3年 和l⒓ll"午

"i计

报告为标准无保留意比的△计报告。⒛ !6

午 l-3月 财务报灰未经

"i计

.

20】 ⒓午公司将苻ill"投矿亚有限责住公司、苻打符绿色发 L椠丨刃

有眼公司 〈以 卜简称
“
绿电*川 → 纳入合并报表范 +l:⒉ )!"勹i公 i"将

青海股权交易中心仃限公

"、

帝海信in纳人合卉报表范罔:⒛ 11午合

并范围 l·9少了公司帝海符因投碱亚有限公司 .

|⒛
⒔午 !丿 刂!"亻 20I3午 a月 ⒛ 闩芾诳国投拄收 r公 刊能发公

"之

廿股寸公司占海媒业何 冖rl|k"l± 公司原

财务人火 :"叼 l0嫌 ll川 帝海煤业鱼廿仃限贞任公刊银ll〃欣 3.罗0万元
i会

计帅认为睁致伙留意见的事项为
“
裉至 20!2勹 Ⅲ21l$"|.占海凵投公诃拴股f公 司臼海省n琶 lln犬肢 (架团)

育限*任公诃之抬股 ∫公司肓海煤业n卡右限

"仃
公

"原
财务人贞⊥世丬涉嫌ll用 青海媒业鱼△布艹k贞“公门

银行存欺 ;.胁980万元氵此芋项栓查机关己介入 占海煤亚竹卡育限责任公丬对该款项未训册坏账

"1饪

 ”
报

全⒛】⒔△术 公司已全额门捉坏账准备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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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年 6月 .公丬收到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核减木早煤

田江仓矿区二井臼四井臼勘探区及聚乎吏矿区⊥井田煤矿矿业权价值

的通知》并于 ⒛14午 6月 进行账务调整.合并报表屮,尢形资产、资

本公积 ·l时减少 2,132,"6娟 万九 .

资产质工

随扌钾肥综含利用顼目和佥属镁-体化项目等在边工程的推进以

及探矿杈的注入,公司资产规椟保持珀长,资产结构以非流动资产为

主 ;探矿杈的规嵌较大,对资产流动挂产生不利形呐

随着公司业务规+,i的 扩大、钾肥综今利用顶凵和个佑镁 体化顶

凵等在建△程的推进以圾探矿权的注入氵公司资产规摸持纵坤加,资

产鲒构以非流动资产为 ⒈

流动资产⊥娑 !货 Π资伞、应收祟据、预付款项、存货和jt他流
-lj资 产构成,共巾 j〔他流动价产+mt模最认。货币资翕⊥娈灶公 刂的银

行存款和保证命.⒛ !6午 n月 未,公司的应收祟据较 ⒛H午木减少

1861亿元.炼冈灶郴分共拥到期解 ll所致.20!4午木预亻刂挟项 丬比

大幅减少 5!的 亿尢氵 ii要 屿i队 足会计准则调帑导敛预亻刂揿i,l减 少

3690亿 元∴ 其他炽闪妊倾付的劫察费、货款和工程款亻∫”i诚少,仁

货}要娃指西钢集川攻莪湖股份的原材料和库存商″!.共他拓j.lj资 产

包拈理财投资、委托贷款、佶托投资和i待抵扪税企牛.⒛ ll勹 |未 公司

其他流动资产为 lO8m亿尢.较 2012年未大ψ鬲婵加
ˉ̄

如 亿尢,主

娈是理则投资和倭托贷旅增加所敛;2015年 氵月未公d共他流动资产

为 1j531亿元,占流劫资产的
";I%

非流=lj资产⊥唼 |κ期应收款 同定资产、在建△杜、尢彤资产

和其他非流-j谈产构成 ,⒛ !4午未氵公司的κ期应收揿为 !ll2!亿儿 ,

同比增加 7000亿尢,共屮包拈应收苘海省发展投资仃阝k公 刂!0000

亿元借款 田定谈产包l+"钢集凵及扯湖股份的房岸矬筑物和机器设

各、绿电集凵0l光 l lk发 1项 H符氵由十在建工程的转人,川定资产不

tl增加 在建△l±⊥婪包括命属镁一体化项凵、弓大挤泞调水总十架

顶日、娘ull特 井巷 l∶ 杆、Π万吨钾肥综合利用 L期→顶

".jt巾

″O12-

201{午 盐湖股份对命庙镁 体化顶日分圳投人 ltl仰 亿儿、
"″

亿

兀和 咖 ;l亿 尢 尢形谈产包拈公 ol棚有的⊥地使用权、 1利权、 。l

标权、采矿权祠!探矿权{,⒛ l⒔ 年公司将 307il亿 尢的探lr权和iφ !陆

亿元的采矿权计入尢形资产,尢形资产增加 370ll l亿尢,zll!4午 6

月公司调减 213⒛ 亿尢矿权资产,导致无形资产减少 ⒓″ 叨 亿元 :

截至⒛14年未公司的尢形资产为 50508亿元.其中包括
"29H亿

尢

的探矿权 ,】 075亿尢nl⊥地仗用权,探矿权的规模较认.对资产流动

性产△不利影晌,共他|0硫动资产逐年增加,⒛ 11午术 ll他非流动资

|弦 |l巛 个业会

"准
则第30号——财务报农列服 〈⒛!4"m多订)》 火应用指南hi相 大i△t廿 将

°
预们款项

”

"丨属△构娃向定资产和尢形资产的部分谒骅至 °
共他廿流劢啖产

灬
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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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 石 B9亿元.⊥赍包拈青海衔保障房私募债芬+u关赍用 5】 ll亿

尢
i、

预付工程款及没备款 ⒉λ⒛ 亿兀。

顼 目
⒛⒗年 a月末 ⒓014年末 2013拄F爿良 20L2准 F爿R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夺 {∶丨! {∶)|i| 1 01 9礻  ;6 0 94 69 1j j b;
.〉 ! 0↑ 7 22

应收票掘 19 95 0 99 3B ;6 ! 9" j2 9? ! 7⒔ 4|| 9犭 :犭 a 43

预付款项 {; 27 】 71 22 θ9 !  !氵; 71 88 3 92 (,! 4:) 1 B7

存货 阝ll ‘‘ 2 79 02 2" 2 62 50 4o 2 C‘ ⒔b φj 29】

其他流劫淡产 l{1o丨l】 6 00 l lcl2∶ { 弓 99 】08 30 o 67 3! 04 2 16

流动资产 a92 o5 lO ao $84 0? 19 32 $69 ?? 1o a6 20` 50 23 60

κ期应收款 !ll0⒓ l H 96 lO0 ⒓l o 0"
"0 21

】 5B () 2! 0 02

固定资产 n4o t9 17 15 a22 92 !◆  ∶〕∶〕 扌5() 07 !3 l】 】,i)(∶| 82 !; C1

在建△程 4丬 6 7a 21 00
"j6 84

2! 94 337 93 |7 6q 22$ gg lt 76

无形i·产 o ll亻  b8 29 4| 氵;.)氵; ()8 29 89 808 02
"2 j0 "礻

7 a8 31 70

其他非流动

资产
70 0{ 3 79 75 卜9 讠 卜! 5j 0s ⒓ s: 氵;! 亻! 4 08

非流动资产 1,620 07 80 61 1,606 29 80 68 1,540 66 B0 64 963 07 76 40

总资产 2氵 022 02 100 0o 1氵 000 07 lO0 00 1氵 OlO 42 !00 00 !,260 56 100 00

受限资产方而,截午 201丙 年 3月 未,公司捌有的 tlll万。t煤炭采

矿权、伍 |矿区的煤炭挖掘设备、账面价值为 6ll l尢的房屋矬筑物及

机器设备等被用干抵抑,艹湖股份 l$.100Vj元股股权、三龙滩电站收

费权、格尔木 |0兆 瓦发电顶 H电 费收费权人其顶 卜个部收嵛所形成的

应收账款、德令哈∴期 I0兆 乩光伏发电项日电费收★权、 Kll察 20兆

瓦并网光伏发电项 H匕 赀收费权等被用于侦押 .

预计耒来 l-2午 ,随苕公 H金属镁 体化项 H、 钾肥综含利用工

程等顽目的推进 ,资 产总额桁是不断增珈的趋势

资本结构

近年柒公司负臼规按辽年上升,有息负伍珀长较快 ,侦务压力显

扌△加氵未来-年内到用的侦努规犊较大 :对外担保规仗△长较抉·

存在-定的代供风脸:20i4年公司旧减矿杈资产 ,导致所有者杈益大

幅下降

随着在建项日的l+进 ,公 ·l融资需求不断蹭加,负偾规模持续△

开.20” ~2011年未.公司总负债分别为 叻109亿尢、盹b01亿元

和 1,106⒛ 亿元.年均笈合增κ率为 364啷 ;司期,仃息债务的午均

复合增长率为 4013阢 ,增长较快.资产负债率有所 ∴升,2015年 ⒔月

未公司的资产负偾帝为“ 纽%。

i20j2午 B`!$"|,公 司成功发lI亏 0亿元 5午煳宀rll省 l|睁房私募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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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主婪包++知期借款、应付账款、其他应付款、 午内到

期的非流 l|负 债和共他流动负债,短期借款{要包括质押估款、抵押

借款、保证借款和侪川估款,⒛14年木公司的应付账款为 呖 咙 亿尢 .

同比增加 11的 亿元,主要是指应付西宁经济技术升发区投资抬股集

团有限公司、 llIj电 力设计ll,t有 限公 ol、 煤炭工业郑州设计院股份有

限公冂和屮铁第 ltJl祭 没计 ,,L集

"有
限公司等尚未结箅的往来揿

,ll!2-20"亻r,公 ·l的 共他应付款分圳为 ⒛ 和 亿尢、⒛ 叨 亿元和

⒛ 19亿元,⊥要足+L丿ψ付 t海伊睿股权投资屮心、天峻丈海能源煤炭

经营有限公司和苻冉思维铜ψ仃限公间符机构的尚未结算款顶.⒛ |"

午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坤加 1!” 亿元,其中` 年到期的

长期借款增加 j刂 钿 亿 lL氵  午内到期的应付债券增|jn6呐 亿尢,—

年内到期的长期lr刊 揿坤珈 00臼 亿九。⒛1I午末其他流动负债为

⒔H01亿元,同 比lll加 ⒛
"亿

元,琪 巾包拈公冂⒉)H午 10∫ 丨发行 ll

30亿尢的知期融资债券
“!4苘

"投
CPllllr.

非流动负债⊥嗖

"lκ

煳借款和应付债券构成.20l● 午木公冂的κ

期借款为 31亻 ⒓亿丿:,上哄包含信用借款、质押借款、抵押借款和项

日前期费用爷,其中侪丿|j估款为⒛904亿尢。20】 3午末公司应付债券

余额为 ⒛962亿元,较 2012午 未增加 11219亿尢,主要是公司本部

发行了 2期共计⑴ 亿尢 (每期 3ll亿尢)的中期票据、盐湖股份发行

了 50亿尢的公 nl偾券、V0钢饫团发行了 4亿尢的短期融资券。20ll

年末应付债券为 “泊 啷 亿尢.较 2013年未增加 钾 ⒛ 亿j1.其休是

项 目
⒛⒗年 3月末 20!4年末 20】 3生F爿良 勿012年未

金额 占比 金颌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流动负债 4"7 19 j9 J2 440 50 10 J? ull6 8a 3o B1 245 ⒓| 刂l ⒓$

非流动负债 600 0! 60 68 {∶ ||:;,-氵  (∶i{: 09 0a o"9 18 6艹  !6 3刂8 85 o臼  72

负偾合计 1氵 1a7 2o lO0 00 l,lO0 22 ∶00 00 B56 01 100 lXl 594 00 l∞ 00

有息偾务 oa5 17 a2 2a 910 77 a2 aa 699 52 8L t2 46a 8a 78 07

短llul借 款 142 7⒓ 12 55 |∶:{{()` !⒓  0j !【 0 68 13 98 B? |8 !" ‘?

应付票锯 2δ  32 2 23 ||5 ;4 【1 2! B 2ll o 96 l ∶b 0 20

j(他流动负债

〈应付短期债券)

29 03 26礻 2p p; 2 71 ⒔ 99 0 17 12 ⒔4 ⒓ ()"

午内+l期 的+流
动负债

?2 88 (i 11 74 卜

"

φ 7? 3⒔  ()0 3 B7 j5 1j ,勺 |

长lll借款 338 2C 20 76
""

!2 28 10 202 06 aO t2 172 ()' 28 9r↓

应付债券 礻()69() 20 09 |()({ 86 27

!

1
 
 
B 259 b2 :0 3⒔ 117 "⒔ ⒓4 82

κ期应们款

〈付息项 )

19 |6 ! C⒔ !0 4{ 】1 99 1 40 8 亏t ! ""

资产负偾率 56 24 55 56 44 B1 47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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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1年 l1,团年 〈2,3]年 (a,4]年 “,5]年 >5年 合计

个额 270 s; 26 ;7 】】◆ 47 ! 4讠 阝7 12 1● 2 刂】 9θ 5 17

甘i0匕 28 96 2 s" |2 "阝 () !(; b l" 49 45 100 00

啕国≥娈岔晨厅至醌 慢瓮目
△体与

"期
票胩信用l+级报告

指公 ol十 2014午 6月 发彳|=的 2‘ u期 5亿兀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

⒛14午 10月 发行的妁 亿元巾期祟据
“11青国投 MT`001”、⒛】4年 l1

月发行的 3午期 ⒔亿元中小个业私齐债券 〈
“11江仓债勹.

截午 2015午 ⒔月木.公 司的有忠债务佘额为 9351?亿尢, 。l比

增κ310码 ,债务lF力显苷ll÷ 加.拍 忠债务占负债总额的 m23%.宀
比略有下降.从有屉偾务的lll限绌构来石 未采

—
午内到期的冶忠债

务为 ″0陆 亿尢.煳模较大.`i总 仃息债务的出 吣
",5午

期以上的

债务占比为 m灬
"|.

,ll l⒓ 一氵ll)|1年 木火 以)j5△ ⒔丿j未 ,公 刂0l流动比率分别为 121

倍、!21估 、Ⅱ郎 衍刀{0阳 估,速动比率分另刂lJ l llj倍  1"估 、

074{占 和 0"{占 `长
jV丨 谈产迂含半分刑为 |0543△ 、ll109吣、9bj5%

和!9662"|.

2012-⒛ 11午未.谈 本公积分圳/o●ll9"亿尢、″9m亿 元和

5帕
"亿

元,⒛ 12午和l⒛ !⒔ 臼i公 司将苻海省政府注入的探矿权孩评

估价值计人资本公枳,⒛ !刂 ′r公 刂调减煤矿矿业权l+得饺本公积减少

2!0盯 亿元。Fl煳 ,公 刂所仃苻权益合计分别,Nj m6仃 亿尢、!,0o珏 41

亿元和 8刚 石 亿尢.

截年 20!o午 n爿 未,公 刂合并 |径对外担倮余额为 16210亿元 ,

规模较大,同比坤加 h⒓ b6亿 尢 司1匕姘长
"Olh,增

κ较快,扫保

比率为 I臼 V% 丿△|. r公
"古

洵信保对外担保余额为 |5083亿尢÷

青海国投对西宁城市投价什j驵 亻∫限公刊 〈以下简称
“
西宁城投→ 7年

l0亿尢企业债
“
0H ll丨 城投债

”
的扭保,对青海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 (以 △简称
“
丨 l+路桥→ 017亿尢坩|限 为 ↓午的估款扣保,凵 前

"宁城投和苘洵路桥运‖ ∷{{ 了公 i刂 艹猢股份对青 lI水 lHL厂 扣 l△ 0B0

亿尢,此 ln保代偿案们i∶ 茌1|r卿  ~公 l刁 对外扫保对象较多氵存在

定的代 lˉ 风险氵狨允 ~l〉 ⒖ ·|⒔ 丿|未 |古 rI估似涉及担保业务诉讼案件

7件 ,涉及个额 174亿 儿 .

顶}未来 ! 2午 .公 川将保lF较大的投资规模,陈了自身 ll现翕

流外,大部分资金仍将来臼债务融资.公 司的负债规模还将有所 :升 .

盈利能力

近年来氵公司苜业收入保持坫长,利润主要来自钢铁制品和i化
钾业务,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将继续对公司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形响

近午来,公
"常

吡收入保持增κ,利润主要来自氪化钾和钢铁制

品亚务.⒛ ll午 , i∶镁受煤炭业务乇利率大帕下滑彭响,公司的毛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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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同比}降 8″ 个自分点,⒛ lI午公司的期 nl贺用为弼 弘 亿元.同

比增长 31”%,坤 帼较大,其巾财务费用增力Π6们 亿元,主要走利息

艾出和融资服务费增珈所敛 .

20I2~2014年 ,公刊分别获得政府补贴收入 l叨 亿尢、o⒛ 亿

尢和 2瞰 亿元,补贴收入足公司利润的有益补允,总资产报酬率和净

资产收益率有所波动ˇ⒓0!3t,公司净利润何比减少 1630亿元,主

要原冈是钾肥价格大幅 卜降.

⒛ 1o‘艹】~3月 .公 l刊 实现常业收人 娴 m亿九, 司比减少 6刂 j

亿元:净利润 0"亿 尢氵同比减少 1叨 亿
`L.士

娈原因是钢铁业务

饣损和财务费用增力n;总 价产报酬率和诤资产收梳半分别为 0⒔如和

() ll1%.

预计未来 l-2年 .lL着氯化钾价格回升以改贸易业务的发展,公
.l的盈利能力将继纵+~击 ,但钢铁 l|亚 的产能过剩将继续对公司估利

水△产′
{∶不利影响 .

现佥流

近年来,公司经苷性净现佥流有所波动i对伍务的保冖能力不拍

定 :由于在驻项目较多·公司投资性现佥净流出规棋较大

近午来,公 司的经付性狰现金流有所波动 .对债务的保障能力不

稳定。⒛⒙年,经啻‖诤现金流Fo比减少 l丙7亿尢,主娈原因是诤利

润狨少所致。⒛14年 ,受氮化钾价格回升和贸易业务发展的影响,经

扌净现金流增加 6饰 亿丿亡。由于在建项凵较多,投资性现金流表现为

挣流
"且

+mt模较火, ·l时 ,为筹集综合利用∷期命属镁
—

体化顶日、

洵纳公司 PvC一体化顸凵、新增 100rj吨氟化钾项口等△程的建设淡

顼 目 2015年 1~3月 ⒛“年 201B生F 2012年

背业收人 4B Bo 289 77 2"b 阝! |q3 49

营业成本 33 83 2()5 0B !$⒔  5; 128 07

乇利率 )0 68 ⒓9 2n 25 55 ⒔38丨

lul间 费用 ]3 1o 56 亏

" "{l

!2 3o 72

销售费川 { !4 18 90 1o o$ !2 34

管理费用 281 !481 !! !【 l 11 14

财务费用 6 20 22 83 |b ∷】! !l 0亻

刂苣扌

"`示

刂氵闾 ll 22 15 04
"7{

2‘ 0b

补贴收人 ⒓ 84 5 26 ! 92

利润总额 0 3o 2⒔  39 l⒙  29 ⒔1 63

诤利润 o nδ !? !8 {{↓  ()9 29 39

总资产报酬率 o 32 2 39 l H6 ⒔ 4"

净资产收益率 0 04 1 91 ! '1 141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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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公司不赀i逋过银行贷款祠l发行债券进行融资氵筹资性诤现含iFL倮

持较大规摸 .

项 目 ⒛⒗年 1~a月 2014生F 2013生F 20L2壬F

经营性净现全流 $(|" 1o `0 9 9o || 52

投资性净现全流 ⒓7 0b —】b0 7】 —198 3? ÷I|0 ?I

筹资性诤,mt全 流 !⒔  71 !;" ●9 !氵 l l0 15B 1∶ l

经古性挣Il全流
`流

动负债 -0 8! 1 17 3b! 5 !5

经背ll诤现金流∷总负债 () 3⒓ ! 60 1 37 2 17

经古性挣现|今流利巳倮障侪数 (倍 ) 0 1⒔ 03B 0 34 0 69

⒛ j5勹勹 -j丿 j,公

"的
绐‖性诤现金流同比诚少 5"亿 元,投

资性现金净浙j出 流 司比坤加|!61V亿 元,筹资性渖It金流同比增加

00l亿尢

预计未来 |-2午 |公 刂将对钢铁、钾肥、煤炭竿项凵持续投资 ,

公·l未 来的投资 l+觇 个流 |j‘ 会伯所增加`筹资性It佥流也会随之增

加 .

偿偾能力

近午来.公
"负

偾舰模逐午 卜升,有息负债蹭长较快,债务爪力

显著增 tn。 公冂苷业收入保lI珀 κ,利润主娑来自钢铁制

"!和

氙化钾

ψ务,煤炭行业的产能过剩将继续对公司盈利水+产牛不利影响.经

苘性诤现翕流构所l,x=。 ll· 对偾务的倮障能力不稳定。公司在推动地区

经济社会稳走快速发坡等方m丨 其冶重要的地位,责海省政府将股权等

优质资产注人公列.仃利 刂公凵的长期发展 公司拥有我因钾
"巴

|刂适

的龙头个业.其仃察尔汀艹溯的资源优势.盈利能力很弘. 司咐公司

拥佝西北1L区 唯 的 H”吨级特钢企ψ,拥仃的煤铁资源比较△宙 ,

佝利于婵强整体抗风脸徙力ˇ

总体来看,仵 为苻 l|符政府杵动地拯工亚绐济发展的主体,未来

公司在苘海省社会绐济发展屮掐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将继续待至刂地方

政府的艾‖,有利 忄公 刂偿债能力的捉升 .

偾努肛约恬况

根拥公司捉供的 |中

"人
民银行出其的企业某本信用信息报告 .

截至 20⒗ 午
'月

3",公司本部投有信贷违约记录.截午本报告出其

日,公 司在公廾市场发行的存续债务融资工具.“ Clq百 诲国投债/09青

国投
”(己经回售 lO2亿尢〉、勹2青国投 MⅢ【

”
、
“12苻旧投 H1ψ ∴

“12青国投
"TN3∴

“13肖 H投 MThtlO1” 和
“l3青国投 llT`002” 到期

利息己按时艾付;勹亻背国投 C’001∴
“14青 +l投 MT`001” 和

“
⒖苻

国投
"TNOlj`尚

未到还本付息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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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青海竹矿产资源革富,缸化钠、氯化钾和镁盐储壁均居伞国第
—

位.青海圆投是青海省政府推ruo地 区工业经济发展的主体,在推动青

海省经济发展方雨具有重要地位.公司下属企业盐湖股份是我国钾肥

生产行业的龙头企业,jll有 的钾盐资源优势显著氵钾肥业务竞争力很

强。公司下属企业西钢集团H0区域竞争优势明显氵拥有的煤铁资源较

为丰富,有利于增强公司整体抗风险能力.煤炭业务乇利润有所下滑 ,

20H午煤炭亚务处十亏损状态。木咀矿区整合△作难度较大,整合工

作的不确定性给公刊煤炭扳块业务发展带来 一定肜响氵矿权整合预计

将持续较长时问,共衙利能力知期内难以发挥。公司探矿权期模较大 ,

对资产的流动性产{不利髟响。负债规模逐年⊥升,仃息债务增长较

快,债务压力显蒂增加 ,

综合分析,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本期祟据到期不能偿付的

风险极小.预计未来 l~2年 丿公司将继续在在青海符社会经济发展中

发挥章要作用,因此i人公刈青海国投的l+级展塑为稳定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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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祟据信用评级报告

跟踪评级安排

臼评级报告出其之日起,大公因际资信评估有跟公司 (以下简称
“
大公0将对青海省

同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间 〈以 卜简称
“
发债⊥体→ 进行持续跟烁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

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问.大公将持续关注发债⊥体外部经甫环境的变化、彩响共经营或财务状况

的重大事项以及发偾⊥体履行债务的倩况等囚萦,并出具跟踪评级撖衍,动态地反映发债主

体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扌丨}包括以下内容 ;

1)跟踪评级时闸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将在本期票据存续期内.在每年发债主体发布午皮报告后 n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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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后及时进彳∫跟踪评级,在

跟踪评级分析绌束后 卜l个△作凵向监带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某,

2)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捣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ll、 观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荧会审核、H|具 l+级

报告、公告等程序迸彳r.

大公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l+jL体、监管部门及监管 il.闸 娈求的披菇对象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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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信息资料进行

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或宫布前次评级揪告所公4j的信川等级失效苜至发偾主体提供所需评

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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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 1 截至⒛佰年3月未跏 槲 肜祠朋椒缣 图

青海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木岔田F贲臼田估臼■岔口
-m。

。。 -· ⋯ ⋯ ·。··i。 主体与中期票据信用评级报眚

跗件 2 截至⒛⒗年3月未訇铞纤藓彩护啪抬管理郁勋圬瑚纟留推图

背海省固有资产投资背理有限公司

风险轻制委员会

综

含

管

理

部

债

券

管

理

部

资

产

运

营

部

投

资

发

展

部

党

群

工

作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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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艇猁5年3月焘郭淮国奇盱粥赞訇嬖葫讼翮
^洽

邡狂抒犭圬研细

单位:万元、%

1 背海盐湖⊥业股份有限公司 !5p氵 °。° 92 30 99
氯化钾、缸化镁、硫酸

钾+l造 、销售等

2 丙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⒔79,衽20 00 29 25
特殊钢冶含及压延、机

檄设备钶造等

3 背海省信用担倮集团有眼责饪公司 265,6a3 00 40 20 贷款担倮、冉扭倮等

4 青海省水利水电集团有眼责任公司 ⒓⒓,o?l !2 74 45
水利水电资塬0j开发、

经营管羿

o 青海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8,臼 00 0o !00 0o 烘炭升采、生产、销售

6
青海柴达木能塬投谈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
ol氵 360 9b ;5 95

能源、风电场开发建设

运营

? 青海润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00 00 100 00
股权投资、刨业投资、

投资咨询管理业务

8 青海省木早煤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a1.8oo oo lO0 00

矿产品的丌发和经营氵

项目投资,组织矿区勘

察氵廾丧媒炭、矿产品

经营的 体化泓套服务

9 青海省能源发展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55,o0ll 00 o 45
煤炭开发、生产、销筲

等

10 背海航空投资管理有眼公司 ⒔8,000 00 39 47

管理和经营受托淡产 ,

进行航空领域及相关产

业发展投资等

!l 青海省圆投矿业有眼责任公司 !0.000 0ll 】00 00
矿产品开发、加⊥、销

售

!2 青海笤绿色发电集团公司 50,000 00 !00 00
清洁冉乍资源发电顶口

建设、发电

I3 青海股杈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0,600 00 55 00 股权交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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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万元

年 份
20⒖ +a月
(未经审计〉

⒛14年 ⒛1B年 2012年

货币资金 810氵 ?6( 08↓ 。B〈 694,3!( 9!0,6$∶

应收祟锯 !.)【),"(〕〈 385,63. 329,6臼【 432,!6!

共他应收款 $2!.06' 216丬 48. 160,87. 240,7af

预付款顶 ↓52,69F 229,90. 748,80. 6】 4,2j!

存货 564,44〈 522,36i 504`4`i 366,|}"!

共他流动资产 !.$;u. 1$( !, !92,2:i: 1.083.02⒓ a|o.4o÷

流动资产合计 3,920氵 47〈 3.g16.721 ),娲 0?,74: 2,q74氵 96(

κ期应收款 !,()()!犭 . !! 1氵 002氵 131 302,06( 2, !!

圃定资产 {,4b7,B7氵 n.229,16( 2,;oa,?4f 1.968,】 b!

在建△桂 4, 讠67氵 讠〈)| 刂.368.35( 3,j70,30! 2,2:⒙ 氵氵6F

无形资产 6.946氵 77( 5,950,76⒓ 8,080,24f 刂.j?3,u⒓ 亏

英他非流动资产 76⒍ 27~ ?oB亠 Bo( 539,771 5!4.!2f

非流动资产含计 !6,299,601 !6,0ll2,9亻 ( 1o,406,40〔 u,o⒔o,67亏

总资产 ⒓0.⒓20,16! !9.909.07( 19,104,24t 12,60o氵 63

亡 一一一
`

△
一

·诂碧囝口睁甲!1;△

货币资全 40! ‘ 9' 3 6: 7⒓ 9

应收祟据 0“ 1 9' 1`( 3亻刂

共他应收款 15乓 l 0〔 0″ ! 91

预付款顶 17亻 ! ! 309
"B亏

存货 27( 26[ 26~ 2 9!

其他流动资产 66, 59. 561 24⒗

流劫资产合计 19j. 】,|) 3⒓ 19 3( 2$ 0(

长期应收款 ‘ 9( 50[ 15f 001

圃定资产 !7 162【 13 1 !; (讠
!

在建⊥程 2! 6( 21 9| 17 6. !?7(

尢形资产 20 '!! 29 8. 42 3( i4冫 (

英他非流动资产 ⒔ ⒎ ∶; 81 28t 亻 0f

非流动资产合计 nO 6 80 0t 80 6' 76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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跗件4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续表 0
单位:万元

年 份
⒛15年 0月
(未经审计〉

⒛⒒年 2013垄日 20I2年

短期偕款 1.427.15〈 1.B30氵 66( 1,!96,B0( B`!,80(

应付账款 o70.18. o69氵 1铷 840,26〈 亏06,4!°

预收款项 2!7.27〈 100,o3( 300,02【 260,62【

其他应付款 a2?.9!【 2Bl,89刁 2θ 0,36〈 227,36(

-年内到期的非流幼负债
'2ε

.B2I 748,40刁 33o,n5. B61,321

其他流动负偾 378,2饮【 380,06⒓ 89,43~ !48氵 4a.

流动负偾合计 4,47!,89( 4,465,88〔 3,06B,2朕 2,462氵 aO:

长期偕款 3氵 382,62【 3,141,20( 2.62θ ,68( i.720氵 2a号

应付偾券 3,069,00〈 B氵 0C8,00刁 2,506,2!( 】,474,2B亏

非流劫负偾合计 6.000,14t 6,696氵 26o 5,491,82〈 a.48B氵 52亏

负偾合计 11.372,0"】 】】,062.16( 8.500氵 l0〈 弓氵040丿 92(

短期偕款 !26f 120t !3⒐ !46i

应付胀款 n弓【 86i 9⒏ 9a亏

预收蔌项 !‘)】
一
j 36( 429

其他应付款 2臼〔 2⒌ 2涨 3⒏

-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4! 〓̀^
● a8i 5 9!

其他流动负偾
^
φ

^
φ 3ψ !0~ 26(

流动负偾合计 30 3【 40 31 $5 g彳 4! 2(

长期借款 29 7t 28 4〈 ao 7⒓ 28 0(

应付侦券 26 9. 27 7~ jo aI 24 82

非流动负偾合计 60 6( 69 0∶ 64 ! 5B 7⒓

实收资本 〈股本〉 460.00( 4o0,00( 400氵 00〈 400氵 00(

资本公积 弓.687,60吾 6,687,00迂 7氵 70⒍ n2〈 4.005,‘4【

盈余公积 30氵

`0i

30,70i 20,40: 2o,Ba.

未分配利润 3!4氵 04( ⒔04,g2〈 238,36【 204,4θ ~

所有者杈益合计 B氵 84B,12i B,847.51( 10,544.!4【 0.664,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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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续表2)

中位 :丿j尢

年 份
2015年 a月
(未经审计〉

20!4年 2013年 2012年

△韫 类

‖业收人 |"7,Ⅱ (讣 ⒓,897 7|〕 刂 2,465, o(i】 ] 03| 02!

!、 2礻 (),66:l‖亚成本
`⒔

H ⒓,Π 2,050 79⒓ !,8a亏 ,【12?

销仵贺

"
|φ

2H 丨()|

02 {)1`

!$9 01F I55,"29 】|.||÷ { ÷|b

什
"赀

丨H !1{∶; 0b2 l!I,2|i1 】】】 !|卜

财务赀|H 22卜  }⒓ 0 jb4, !!讠 1I{_.} |||ˉ∴|丨 .|}

2△氵,t{|⒔

丨0 |→ ?

∵|"`不刂||刂 2 2'卜 |F0 j..| B7亠 (),阝

补贴收人 2卜 .1ji

∶j|丨 || 卜p!

!7! 70∷

弓2 571

不刂氵Ⅲ|心⒈

`”

i

"亠

1阝卜 !B2亠 $79 {"6 27h

}∫ 不刂氵|刂 }`4;卜 l1|(),00(; ∶j,"{|2b

占营业收入比 〈叻

‖亚成本 F;{丿 12 7() || 71 刂5 ({t{ !.氵

仙屮j贺 |l丨 ⒙ 】|: 6 亏2 6 j' h 〕8

什理班
"】

; 7← ,】 ● 亏 ,u

叫务赀川 】|∶〕 ?∶ 7 尔$ 6 一b h  !7

||1`不刂
".l

o" ,1

09

;;3 |∶∶!丿
()

补贴收入 【∶!! () p!

{刂 氵问总郁|

() i氵 丨 B0 7 12 !i∶ !丿
(丨

!∴ |.丿丨午不刂|" () 7! 5p_ ∶l ||1

瑰金流类

'∮

|‖ |亏动广△lj现全流呈冶额 —{F|1!

⒓7() Ⅱ

"

|∶ir{ 9H`L 99 F1b
"52n!

!,117 ().)"投谈氵|i动 产牛的现命流晕诤额 !,6()7, !0( 1. 98j 068

饵琰氵|1,l产 生的lt全流呈净额 i礻 7,礻阝膏 1.亏 1刂 ,H?÷ !, ?10 9bb |,亏 H!,{∶丨φ{|

财务指标

丨|丨 讠|| 小

"

H|∶
∶
|| 17(| 00! !】 55,j6! 1|.丿 (){||

讠讠

"”^
!| |:;! 亍!(i

00] 07

|   {| !07 70

," {丿 |A( ,{i7÷ |{

总亻i忠侦务 b,勺 勹;,22r h`卜 、 “

L不刂:午i(1|) ÷j()卜 $ ⒓.92| 25 55 }礻 H

氵{"'不刂氵

"率
 〈%) 0 "6 5 】 ⒔ oa l⒓  9(

总资产报酬率 (%) 0↓ L 2j: !盯 0】

许资产收益率 〈吣) 00· 19 ! 24 | 4!

资产负亻贞率 〈叻 5φ ⒓ oo 11 Bl 4? !⒔

{↓i÷~|资 本 1匕 率 (叻 阝!⒔足 阝0 39 BH ‘! ll1

κ期资产适合萃 (叻 .9(|φ L .∶)6 ! 10刂  0. l()o 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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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续表ω

●

●

年 份
2015年 a月
〈未经审计〉

⒛“年 201B年 20!2年

流动比率 (倍 ) 08F 08( 1 2】 !I∶)!

速动1匕卞 (倍 ) ll 75 0?∷ lO! 10(

倮寸速劫比率 (倍 ) ()20 0 3】 03' 0 5(

存货周转天数 〈天 ) !4" o( 22 5( 2丨  :讦 2n2i

应收账款月转天数 〈大 ) o! 亻( 6 6∶ 43f 勿 Ht

经{性诤现佥流
`流

动负债 〈%) rl8! 1 1Π 3 61 s!6

经荷性诤现金流∷总负债 〈%) 〈)i} |6( 1⒔ i V "7

经刂忙诤现伞流利息保障倍数 (倍 〉 0↓ | 0;E oa~ 0b乓

EB【 t利息保障倍数 〈倍 ) 0 0. l l 12( ⒓ 0∶

HnI1ηΛ利息保障倍数 (倍 ) 1 b1 !8( ∴⒔【

现今比率 (叻 】卸 ⒔】 22 ! 23 1( ↓

"

()!

现令

"笼
率 〈叻 】0◆

"∶

74 0F ?3 ?亻 72 $艹

jl{保比率 〈%〉 18j⒓ !I∶ i {∴ ;亍 ?5~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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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各项指标的计算公式

1 乇利率 (叻 =(1一营业成本/营 业收入)× l00%

2 芦业利lol率 〈叻 =营 业利润/常 业收人×IOm

$ 总资产报酬率 (%〉 =”BIn/午未资产总额×l0llh

" 
净淡产收益率 (叻 =净 利润/年未诤资产×!00"

5 ""T÷ 利润总额+计 入财务费用的利忠攴||

6 ""10∧ =笆b1T+折 日+摊销 〈尢形资产摊销+κ期待摊费用摊销〉

7 资产负债率 〈ω =负 债总额/资 产总额×ll咖

!2

l⒔

14

!;

!6

!7

】(:

】9

20

长期资产适合率 (叻 =〈 所泊捋权祚+非流动负债)/△流动资产×10ll l

偾务资本比率 (ω =总 有息债务/资 本化总额×lO0%

总仃息债务 =短 期有忠债务+κ却j仃忠偾务

知期有息债务 =短 期借款+应付栗拥+共他流动负债 〈应付短期债券)+ 午内到 l0l

lFj非流动负债+其他应付款 〈付息顶〉

κ期有息债务=长 期估款+应付偾券+κ期应付款 (付息顶 )

资本化总额 =总有息债务+所有者权益

流动比率 =流动俊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一存货)/拓 1动 负债

保寸速动比率 =(货币资命+应收柒抓+交 荡性翕融资产 )/泓 :动 负债

现今比率 (叻 =(l,+币 资命+交易I+金触谈产)/流动负债×mlll.

存货周转天数^=360/(啻 业成本/亻冖初木半均存货〉

应收账款周转大封
.=3∞

/(苜业收入/午初未平均应收账款〉

现盒回笼率 (%)=销售商品及提供劳务收到 ru现金/营业收人×]00%

季度取 90天

季渡取 90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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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nnlT利 息保障F=F数 〈倍〉=EB1T/利忠攴|"=εBIT/(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艾 +】 +资

本化利息 )

” EB1ωA利息保障倍数 (倍 〉=EB1m〃利忠艾出 =EB1Tm/(计 入财务贺lH的利息艾

出+资本化利息 )

经常性诤现金流利启保幛倍数 〈倍)=经 苒性蚬命流量净额/利息支出 =经 啻 l+堋金

流最诤额

`(计
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 本化利七 )

担保比节 (叻 =扫倮余额/所有帝权益×10帆

经常性净现金流/流动负债 m〉 =经 甫性现伞流蚩诤额/丨 (期初流动负债+期未流劫负

偾〉″ |× !00%

经啻性净现金流/总 负债 〈吒)=经 苜‖现个流蚩挣额/[(期初负债总额+规未 ll偾 总额 )

/2]× !0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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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大公中期栗据及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相同。

灿山级:偿还侦务的能力极强,苯本不哽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氵违约风险极低 .

AA级 :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弘,受不利经l+ll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脸很低 .

A级  :偿还债务能力较弘氵较易受不利经济,li境 的髟响,违约风脸较低ˇ

mB级 ;偿还债务能力 般̄,受 不利经济环烧肜晌较大丬违约风险 股 .

m级 :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绐济环境彰响很大氵有较占违约风睑 ,

B级 :偿还偾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良女r rJ经济 ll境 ,违约
"1险

很占 .

C0C级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 l良好lll经济环境,违约风脸极山 ,

CC级 :在破产或立组时可获符保护较小,堪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

C级 :不能lˉ 还债务

除 Am级、α⒑级 〈含)以 卜等级外.l·j一 个信用等级刂用
Ⅲ+∴ Ⅲ Ⅱ

符甘进行微

表示略商或略低十本等级 .

⊥体勹中煳炽掘佶用 l·F级服|i

中期票据及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

注

 
调

大公评级展望定义 :

r面 :仁在伯利川素.—股情i9t卜 ,

稳定 ÷乍i用 状况稳定. 般情况 卜,

负予i :仃在不利囚素. 般情况 卜,

未来估用售级上调的可能性牧大 .

未来估ll等级调辂H勹可能性不大

未来估川等级下调的 ll能 l+钕 大,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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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主体与 2015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信用评级报告》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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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 号 11 lq899

勤订亏:N◆ lO1027038

2901

称

型

所

名

类

住

大公叫际资亻!i评 仙亻

共他有限责任公 ll

北京市朝

"丨

区鸨 L∶

法定代表人

注 册 资 本

成 立 日 期

营 业 期 限

经 营 范 囿

关建中 亻欠巾干斋 筘饪臼限伍日
mOo万儿 t饵丬冖。丐午κ {苡n嗓娣↑日讠孑“廿苗R牯
19θ 4臼i()3月 IO{{

1994午 03月 10}l否 2016午 03川 ⒆

"
介ψ信刖肢及仃价讧t夯年级订估;向 旧内外申浦贷挟及担保什

用皮评什;项 H可彳∫仕研究及叫彳j∷性Ⅵ究报告编仙 与评估:证
券市场资佶计级业务;股份制政臼l伧业力矢设计、财务俗询服

务;佶 r|甘理咨询服务;经济甘跸恪lll服 务放人员培丿 .

(侬法须经批准的项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后lk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常活动。)

登 记 机 关

在线扫码获取详细信息

提示;每午】月】臼奎6月 a0臼 旭娃企业估

"j仵

息公尔系统

报送 1一午度年度报眚并公示 v

个i`仃i川 亻丿|启 公示.^统

"川

; nyxyn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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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条 根据 ‘中华大民共和国倮险法1第—百零五条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扯眯  保脸公司可以拄

`伞业债券 为保证保睑讼司资台运用的流详艹眭、安全性 盈利性`特制定布办法

笫二条 本办法所称企业债券泉指鲟臼家主管部闩批准发行 且蜜监管部∴丿、可的{讠肝i平绞矶

"讠

平忄珀舯

级以上的仑HL{贳 券

≡

 
 
 

’

翮
呷 蚺

其目前牛国亻杲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均力中诚信国际

他 i平级公司须另彳亍认句

丨宀/、

第三祭 倮睑公司依本办法买卖企业债券 自主经营 自担风睑 自负盈亏 ,
-  |
- |

笫四条 企业债券应由各保沧公司总公司豉保险资产哿 里公司统-逸←确甄 兮司分
r伊乳岔

司分艾
罗

昭 买妯

亻∶÷寻芬

第五条 保眇 习投资企业馈券实行比倒控制的办法 保险兮鼬 买的各种论业馈券余额按成本价格计弟

不得超过本公司上另床总赍r一的⒛△

保睑狷 同一期单品种企业债券荇有量不得超过该期单品种企业债券发彳芾殆讠i0||政保险公哥上丹耒!
资产的2·· 两者以低者为准

笫六条 倮险兮匐在沪 深证券交易所、坌国铱行间债券市场买卖债券、应当遭守相关法镩 法规及业务

规则

第七条 倮睑公司经牡L准卉办的投资连结保脸可以设立投资企出 责券仁Ll刃最高为该账户总资产l∞、的j攵

资贝k户 ,万能寿险习以设立投资企业债赉比倒最高为该账户忠资产m∷的投资账户 投资账户的设立

禽并 撤i肖 、变贾应符台我会的有关规定。

分红保险或其他独立核算的保险产品 投资企Ⅲ 责劳的比lpl不仃挞 过本产品上月末资产的⒛h

荛丿k条 保险兮司未桉本办法规定买卖企业i贲券的.中圆保监会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园保险法|坟有头

法律 法规子以行政处罚

篼九聍 外囝保睑兮司分/=N司 适用本办祛

弟十条 本办法由中国保监会负责解释.修订亦同.

第+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箐理办法| |保监发 !200⒊ 9号 |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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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的机拘外 ,其他机构所进行的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人民

银行不予承认。

工、企业债券发行前,必须经人民银行总行认可的企业

债券信用评级机枸进行倌用评级。

工、取待企业债券资估评级资格约评级机构可以在全

囝范呵内从}仝业债券信用评级。任饣地区和部 川不徉阻

挠其开展工作。

四、总行将另行钔定包括企业债券在内钓证券
`饫

业

务的管理办法。

以上j唾 知 ,+严 格过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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