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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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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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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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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级报告所依据的评

级方法在大公官网（www.dagongcredit.com）公开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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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不作任何明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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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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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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评级说明 
根据本期集合债券信用评级报告的跟踪评级安排，大公对联合发

行人、东北再担保 2016年以来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履行债务情况进

行了信息收集和动态分析，并结合其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等因素，得出

跟踪评级结论。 

发债情况及募集资金用途 

跟踪期内，联合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和评级展望均与上年保持一

致，自身偿债能力一般 

本期集合债券由辽宁沿海经济带区域内丹东市、朝阳市和锦州市

的 4家企业联合发行，发行总额 22亿元人民币，联合发行人、发行规

模及发行人主体最新信用等级情况见表 1。跟踪期内，联合发行人主体

信用等级和评级展望均未进行调整。 

表 1  联合发行人及发行规模情况（单位：亿元） 

序号 发行人 简称 
主体信

用等级 

评级 

展望 
发行规模 

1 东港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东港建投 AA- 稳定 8.00 

2 建平县鑫达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平鑫达城投 A+ 稳定 5.00 
3 北票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北票建投 A+ 稳定 5.00 
4 凌海市海兴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海兴公司 A+ 稳定 4.00 

合计 - - - 22.00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发行人情况整理 

本期集合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债券面值 100 元，采取实

名制记账式平价发行。本期集合债券采用单利按年付息，每年付息一

次，同时设置本金提前偿付条款，自本期集合债券存续期第 3 年起，

即 2017年起至 2021年，逐年分别按照联合发行人集合债券发行额 20%

的比例等额偿还债券本金，到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东港建投、建

平鑫达城投、北票建投和海兴公司每年分别需偿还债券本金1.60亿元、

1.00 亿元、1.00 亿元和 0.80 亿元，分期还款有利于缓和联合发行人

的还款压力。同时，联合发行人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

分行签订了公司债券资金账户监管协议，设立了专项偿债账户用于本

期债券本息的划付。 

本期集合债券共募集资金 22.00 亿元，全部用于各地基础设施建

设和市政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募投项目均已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审批，

同时由于募投项目具有较高的社会公益性质，项目建设将得到当地县

（市）政府的支持。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 1，建平鑫达

城投所募资金未严格按照原定计划在募投项目之间分配使用,建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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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城投原计划用于建平县红山新城市政基础设施配套工程京沈路项

目、繁荣路项目和建安路项目募集资金分别为 2.00亿元、1.60亿元和

1.40 亿元，合计 5.00亿元，截至 2016 年末，京沈路项目、繁荣路项

目和建安路项目实际分别使用募集资金 2.68 亿元、1.25 亿元和 1.07

亿元，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 

东北再担保为本期集合债券的到期兑付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联合发行人不能按期兑付集合债券本金及到期利

息时，担保人保证将集合债券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

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划入企业债权登记机构或主承销

商指定的账户。 

经营环境 

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市场需求疲软，

未来短期内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仍较大，长期来看经济运行

仍面临较多的风险因素 

现阶段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但仍面临较大的经济

下行压力。据初步核算，2016年，我国实现 GDP74.41万亿元，按可比

价格计算，同比增速为 6.7%，较 2015年下降 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0%，增速同比下降 0.1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 8.1%，增速同比下降 1.9个百分点，其中房

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 6.9%，对全部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比上年提高

12.8个百分点。此外，近年来国内需求增长减慢，国际需求降幅收窄，

2016 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 10.4%，进出口总额同比

下降 0.9%，降幅比上年收窄 6.1个百分点。2016年，全国公共财政预

算收入同比增长 4.5%，增速同比继续下滑，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长

11.9%。2017年一季度，我国经济继续稳中向好，GDP同比增速为 6.9%，

较上年同期加快 0.2个百分点，全国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 4.43万亿元，

同比增长 14.1%，增速较去年同期增加 7.6个百分点；政府性基金预算

收入为 1.15万亿元，同比增长 27.5%。 

针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国家加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领域的定

向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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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着眼开拓发展空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继续推动东、中、西、东北地区“四大板块”协调发展，重点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在基

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领域加大调控力度。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度扩大总需求，加强预期引

导，深化创新驱动，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

风险各项工作，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预计未来短

期内，我国经济在平稳运行的基础上仍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经济将继

续延续低位运行态势，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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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提质外部环境变化等风险因素。 

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进一步实施，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具备

继续增长的空间；国家在地方政府债务和投融资体制管理等方面的加

强对投融资平台转型提出更高要求 

城镇化建设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在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

过程中，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发展，有力支持了地方城镇基础设施

建设，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地方经济发

展的同时，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也积累了较大规模的政府性债务。截

至 2015年末，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 9.93万亿元，同比增长 5.30%，

专项债务余额 6.08万亿元。近年来，国务院、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

陆续出台一系列针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管理文件，对地方政府债务

和投融资企业的管理日趋规范。2015 年新《预算法》开始实施，财政

部对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进行甄别，存量债务将被分类纳入预算管理。

2016 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以

下简称“18号文”）公布实施，是历史上首次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

专门针对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文件。同时为了严控隐性债务扩张风险，

财政部正在摸底全国地方债务余额情况。在目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

的背景下，随着房地产领域调控力度的加大，房地产投资将得到抑制，

基础设施建设将成为稳增长的最重要抓手。预计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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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环境的改变和政府性债务管理模式的

不断完善，对融资平台的运作模式的转变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辽宁省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整体实力仍较强；

2016 年以来辽宁省经济有所下滑，依然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财政收入

有所回升，但增幅不大 

辽宁省位于我国东北地区南部，东接朝鲜，南临黄海、渤海，地

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核心城

市，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整体实力仍较强。2016

年，辽宁省经济有所下滑，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037.88 亿元，

同比下降 2.5%，全年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上年下降 15.2%，固定资

产投资（不含农户）6,436.3亿元，同比下降 63.5%。同期，全省实现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199.3亿元，同比增长 3.4%。 

辽宁省 2017年一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574.7亿元，增长率由

负转正，为 2.4%，同比增长 3.7 个百分点，一季度实现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 632.5亿元，同比增长 10.2%，经济出现回暖。 

总体来看，辽宁省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以重化工业、大型国企为主

导，装备制造业、钢铁和石油化学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在新经

济常态下，受国内外宏观经济的低迷及强周期性产业市场需求下滑等

因素影响，2016年以来辽宁省全省经济出现下滑，财政收入小幅回升。

预计未来，辽宁省经济仍依然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经济增长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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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不确定性。 

2016 年以来，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有所增长，政策环境依然良好，

十三五期间将继续得到国家及辽宁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辽宁省下辖 14个省辖市，其中包括沈阳、大连两个副省级城市，

省内各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仍然较大，大连市和沈阳市的经济总

量约占全省的 67.44%。依据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区位条件，近

年来辽宁省规划制定了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辽西北三个区域经

济发展战略。 

表 2  辽宁省各市 2016年主要经济指标（单位：亿元） 

城市 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 GDP（元） 一般预算收入 

大连市 8,150.0 - 611.9 

沈阳市 6,712.0 - 620.9 

鞍山市 - - - 

营口市 1,300.0 - 105.2 

锦州市 1,035.1  84.8 

盘锦市 1,007.1 70,110.0 100.5 

抚顺市 760.3 - 77.3 

本溪市 754.5 - 55.6 

辽阳市 654.2 - 70.8 

丹东市 748.4 31,107.6 68.5 

朝阳市 708.9 24,025.0 51.0 

铁岭市 560.0 - 46.4 

葫芦岛市 645.9 - 60.7 

阜新市 406.2 22,866.0 35.8 

注：大连市、营口市、盘锦市、锦州市、丹东市、朝阳市、葫芦岛市为辽宁沿海经济

带的组成城市，本期集合债券联合发行人东港建投位于丹东市，海兴公司位于锦州市，

建平鑫达城投和北票建投位于朝阳市。 

数据来源：各市 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 

2016年，辽宁沿海经济带经济总量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56.99%，

同比上涨 6.76 个百分点，一般预算收入占全省一般预算收入的

49.22%，与上年基本持平。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发布的《东北振兴“十

三五”规划》要求，依托沈阳、大连，增强辽宁沿海经济带整体竞争

力，进一步发挥辽宁沿海经济带和东北沿边地区的开发带动作用，以

主要交通干线为轴线，做强开发型经济，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临港经

济发展水平。根据辽宁省“十三五”规划纲要，“十三五”期间，辽宁

省将深入实施辽宁沿海经济带、沈阳经济区、辽西北三大区域发展战

略，推动辽中南城市群建设，形成优势互补、协同互动、竞相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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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发展新格局。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推动港口资源整合，

基本建成大连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国际物流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

支持锦州建设辽西区域中心城市。坚持陆海统筹，对接“俄蒙欧”，积

极参与中韩自由贸易区建设，加快建成产业结构优化先导区、经济社

会发展先行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发展将继续得到国家和地方各级政

府在产业政策、项目审批、财政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政策环境依然良

好。 

总体来看，辽宁沿海经济带未来将继续得到辽宁省政府在政策及

资金方面的大力支持。 

发债主体信用质量分析 

本期集合债券联合发行人行业关联度较高，不利于分散风险；发

行人业务受相关政策和地方规划变动影响较大，业务发展仍存在不稳

定因素；联合发行人继续得到当地政府支持 

本期集合债券共 4家联合发行人，其中 1家位于锦州市，2家位于

朝阳市，1家位于丹东市，区域分布集中度一般，但由于所在区域整体

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政策环境等方面相似性较高，因此

仍存在一定的区域关联风险。联合发行人均从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

融资和项目管理，行业关联度较高，存在一定的行业系统性风险，同

时该类业务属于地方政府基建类投资范畴，受国家财政、产业、货币

和信贷等方面政策的影响及地方政府自身建设发展规划变动的影响较

大，未来业务发展仍存在不稳定因素。4家联合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分

布在 A+～AA-之间。由于其所从事业务的特殊性，4家联合发行人继续

得到当地县（市）政府在资金、政策、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对联

合发行人业务发展及债务偿还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表 3  2016年联合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单位：亿元、%） 

序

号 
企业名称 

期末资产

总额 

期末所有者

权益 
资产负债率 

主营业务 

收入
1
 

利润总额 
经营性 

净现金流 

1 东港建投 143.58 116.39 18.93 4.65 2.67 -3.50 

2 建平鑫达城投 34.28 20.98 38.79 1.77 0.02 -3.42 

3 北票建投 79.62 50.79 36.21 5.93 0.34 -6.39 

4 海兴公司 19.91 15.41 22.61 0.00 0.05 0.35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发行人情况整理 

                                                        
1 东港建投、海兴公司为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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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发行人所在县（市）2016 年经济较为不景气，部分县（市）

地区产业单一，支柱产业低迷，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预算收入出现负

增长  

2016年以来，联合发行人所在县（市）中地区生产总值不断下降，

其中凌海市和北票市降幅较大。除东港市以外 2，各县（市）2016 年

财政收入中上级转移性支付占比仍较大，联合发行人所在县（市）中

除东港市一般预算收入较去年有小幅增长以外，其他三市均出现负增

长。债务负担方面，截至 2016年末，东港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 28.33

亿元；建平县地方政府一般债务余额为 23.17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为

3.49 亿元；北票市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为 32.66 亿元，债务负担

较大；凌海市直接债务余额为 17.72 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余额

为 4.15亿元，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余额为 0.50亿元。 

产业方面，联合发行人所在县（市）中部分地区产业单一，支柱

产业低迷，工业增加值有所下降。其中建平县以矿产加工业、陶瓷产

业、轻纺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为支柱产业，2016 年，受国内外宏观

经济下行压力及矿产品市场需求普遍低迷的影响，建平县全县完成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0.0 亿元，同比下降 54.2%。东港市经济以机械制

造、房地产建筑业和食品加工业为主，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

附加值不高，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受宏观经济波动、市场需求变

动等因素影响较大。北票市形成了以铁矿石采选为主导的产业体系，

受铁矿石采选行业不景气影响，工业增加值 14.9 亿元，同比下降

23.9%。凌海市 2016 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50.2 亿元，较 2015

年 3下降明显。 

表 4  2016年联合发行人所在县（市）主要经济财政指标（单位：亿元、%） 

序号 县（市） 所在省辖市 GDP总额 增速 人均 GDP（元） 
一般预算收

入总额 
增速 

1 东港市 丹东市 320.0 - - 11.77 - 

2 建平县 朝阳市 103.3 -7.3 21,353 5.60 -23.29 

3 北票市 朝阳市 109.4 -12.4 - 4.60 -27.50 

4 凌海市 锦州市 220.0 - - 7.77 -9.33 

注：财政本年收入由当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外收入和上级补助的各项收入构成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发行人情况整理 

东港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A-） 

发债主体 

东港建投成立于 2004 年 3 月，截至 2016 年末，东港建投的注册

                                                        
2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东港市财政局未提供财政本年收入总数据。 
3 2015年，凌海市实现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69.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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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为 2.90亿元人民币，东港市城乡建设资金管理中心持股 100%，实

际控制人为东港市人民政府。 

东港建投主要从事经政府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经政府批准的城

乡基础设施、企事业单位及项目的融资、委贷、投资、建设和运营；

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一级开发等，是东港市唯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

融资主体。2016年，公司将辽宁信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划出合并口径，

并新投资丹东市金鼎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截至 2016年末，公司共

有 2 家子公司，即东港市鸿远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鸿

远小额贷公司”）和丹东市金鼎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鼎担保”）。 

主要优势/机遇 

·东港建投是东港市唯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在东港市

城市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东港建投得到地方政府在项目回购和财政资金补贴等方面的有

力支持。 

·东港建投资产负债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仍有一定的融资空

间。 

主要风险/挑战 

·2016 年，受经济下行和支柱产业低迷影响，东港市经济实力和

地方财政收入继续下滑； 

·2016 年末，东港建投以土地使用权为主的存货在资产中占比很

高，其他应收款快速增长，影响资产流动性； 

·2016 年，东港建投经营性净现金流仍为净流出，经营性净现金

流对债务的保障能力较弱。 

 

注：本部分观点详见《东港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7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建平县鑫达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 

发债主体 

建平鑫达城投成立于 2006 年，截至 2016 年末，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00亿元，建平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持有全部股权，建

平县财政局为实际控制人。 

建平鑫达城投是建平县唯一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主体，主

要从事建平县内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和管理，并对政府划拨和授

权经营的土地及固定资产进行科学管理和市场化运营，确保授权国有

资产的保值增值等业务。截至 2016年末，建平鑫达城投拥有 1家全资

子公司，即建平县自来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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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优势/机遇 

·建平鑫达城投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主体，在建平县

城区改造和新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建平鑫达城投持续得到地方政府在项目回购、财政补贴等方面

的有力支持。 

主要风险/挑战 

·受宏观经济形势低迷及主导产业不景气的影响，今年来建平县

主要经济指标持续下滑，建平鑫达城投发展所面临的偿债环境不断恶

化； 

·建平鑫达城投资产受限程度较高，资产流动性一般； 

·建平鑫达城投经营性现金流持续表现为净流出，对债务缺乏保

障能力。 

 

注：本部分观点详见《建平县鑫达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度企业信用评级报告》。 

北票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 

发债主体 

北票建投成立于 2007 年，截至 2016 年末，北票建投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50亿元，北票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持有 100%股权，北票市

人民政府为实际控制人。 

北票建投是北票市内最主要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主体，主要负责

北票市城区改造工程、土地整理和储备、公用设施及地下管网和交

通设施等基础设施投融资业务。 

截至 2016年末，公司无并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 

主要优势/机遇 

·北票市政府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呈波动态势，对全市财政本年

收入形成有益补充； 

·北票建投是北票市最主要的城市建设投融资主体，在北票市城

市建设及公用事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票建投得到政府在土地注入、资金补贴及项目承建等方面的

支持。 

主要风险/挑战 

·近年来北票市主要经济指标持续下滑，对北票建投的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 

·北票市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较快，债务负担加重； 

·北票建投应收北票市各政府部门款项规模较大，以土地使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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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的存货在总资产中占比很高，资产质量一般； 

·北票建投经营性净现金流受政府往来款结算进度的影响波动较

大，对债务的保障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注：本部分观点详见《北票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企业信用

评级报告》。 

凌海市海兴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A+） 

发债主体 

海兴公司成立于 2009年，截至 2016年末注册资本为 1.00亿元，凌

海市行政事业资产管理中心拥有海兴公司 100%的股权，实际控制人为凌

海市人民政府。 

海兴公司是凌海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主要从事城

市基础设施投资及建设、经营和管理以及土地储备、开发、整理和经

营等业务。 

主要优势/机遇 

·海兴公司是凌海市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在凌

海市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 

·海兴公司得到凌海市政府在资产注入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支持。 

主要风险/挑战 

·近年来，凌海市区域经济整体持续下滑，未来仍面临较大下行

压力； 

·海兴公司承接业务量较少且结构单一，收入和利润易受政府回

购进度影响，2016年未实现营业收支，未来收入实现仍存在一定不确

定性； 

·海兴公司以海域使用权为主的无形资产占比较高，且受限规模

较大，资产质量较差。 

 

注：本部分观点详见《凌海市海兴资产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2017 年

度企业信用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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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分析 

东北再担保为本期集合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仍具有很强的增信作用 

东北再担保对本期集合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保证范围为本期集合债券存续期限内联合发行人应偿付本金

及其相关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

的费用。 

东北再担保是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

革委”）批准，以发起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29

日在吉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截至 2016年末，东北再担保注

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 30.00 亿元。其中，吉林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吉林投资集团”）以货币出资 12.00亿元，占总股本的 40%

（其中，代财政部出资 9.00亿元，占总股本的 30.00%；代吉林省人民

政府出资 3.00 亿元，占总股本的 10.00%）；中国进出口银行以货币出

资 9.00亿元，占总股本的 30.00%；辽宁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代

辽宁省人民政府）、黑龙江省鑫正投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代黑龙江省

人民政府）和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4（代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各以货币出资 3.00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 10.00%。 

东北再担保的经营范围包括贷款、票据承兑、贸易和项目融资、

进出口、信用证等担保再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投标、预付款、工程

履约及其他担保再担保业务；处置反担保资产；融资咨询、财务顾问

等中介服务；投资业务；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业务。 

截至 2016年末，东北再担保设有 4个分公司，分别为辽宁分公司、

吉林分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和内蒙古分公司；1个子公司，即东北再担

保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截至 2016年末，东北再担保总资产为 47.62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33.10亿元；担保余额为 299.73亿元，其中再担保余额为 226.17亿元，

担保责任余额为 274.78 亿元，融资性担保责任放大比例为 8.30 倍。

2016 年，东北再担保实现营业收入 4.55 亿元，净利润 0.67 亿元；总

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44%和 2.01%。 

近年来，东北再担保积极履行完善东北区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

系的政策性职责，不断扩大和深化与区域内直接担保机构的合作。截

至 2016年末，东北再担保已与区域内 119家担保机构建立了战略合作

关系，授信额度合计 1,767.00亿元。同时，东北再担保与中国进出口

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吉林银行、中国银行吉林省分行、中国建设银

行内蒙古分行、黑龙江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国民生银行长春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吉林分行、中国农业银行吉林省分行、中国交通银

                                                        
4 内蒙古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为内蒙古元盛投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更名后业务操作、人员构成

均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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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吉林省分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等54家银行的总行或

分行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并统一采取不存保证金、风险共担和 60

天宽限期的原则。54 家签约合作银行中，对东北再担保进行评级授信

的银行为 7家，授信总额为 294.00亿元，评级授信期限基本为 1年，

到期续评，个别银行授信期限为 2 年。其中，授信额度较大的银行有

建设银行、光大银行和招商银行，授信额度分别为 150.00亿元、50.00

亿元和 30.00 亿元，其他银行如交通银行、吉林银行、中国进出口银

行以及国家开发银行等对东北再担保进行准入，不需进行授信。 

综合来看，东北再担保是我国首家区域性再担保机构，承担着促

进东北区域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和信用体系形成的重要职能，

能够得到各级政府和主要股东的持续有力支持。此外，东北再担保与

担保机构、银行和地方政府合作水平的深化以及业务品种的不断丰富，

为其担保业务的持续稳健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东北再担保具有很强

的担保代偿能力。 

东北再担保为本期集合债承担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仍具有很强的增信作用。 
 

注：本部分观点详见《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企业信用评级报告》。 

偿债履约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各发行主体已于 2017年兑付日按债

券发行总额的 20%偿还债务本金，到期利息均已由联合发行人按时偿

付。 

结论 
综合分析，大公对本期集合债券信用等级维持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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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本期集合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  

单位：亿元 

发行人 募投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使用额度 
募投项目进展情况 

东港建投 
辽宁沿海经济带东港市城市基础设

施项目 
8.00 

截至 2016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7.81亿元，项目总投资 30.00亿元，

已完成投资 24.30亿元。  

建平鑫达

城投 

建平县红山新城市政基础设施配套

工程京沈路项目 
2.00 

截至 2016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2.68亿元。 

建平县红山新城市政基础设施配套

工程繁荣路项目 
1.60 

截至 2016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1.25亿元。 

建平县红山新城市政基础设施配套

工程建安路项目 
1.40 

截至 2016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1.07亿元。 

北票建投 
北票新城区（核心区）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 
5.00 

截至 2016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5.00亿元。 

海兴公司 

辽宁省滨海公路锦州市凌海出口至

哈达铺连接线工程项目 
1.50 

截至 2016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1.50亿元。 

凌海市西连公路新建工程项目 0.90 
截至 2016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0.60亿元。 

凌海市东城区道路及排水管网改造

工程项目 
0.90 

截至 2016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0.90亿元。 

凌海市西城区道路及排水管网改造

工程项目 
0.70 

截至 2016年末，已使用募集资金

0.70亿元。 

合计 22.00 -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发行人提供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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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资产类    

货币资金 314,456 276,970 267,706 

应收利息 7,885 9,241 10,068 

其他应收款 1,941 125 11 

委托贷款 59,028 58,265 73,617 

固定资产 6,797 7,113 7,183 

资产合计 476,186 455,426 430,685 

负债类    

预收担保费 4,733 617 2,434 

存入保证金 8,826 15,472 13,302 

应付职工薪酬 3,268 2,894 1,852 

应交税费 9,436 8,711 8,222 

其他应付款 320 163 222 

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0,980 12,300 11,377 

担保赔偿准备金 107,314 79,836 56,044 

负债合计 145,158 120,102 93,453 

权益类    

实收资本 300,00 300,000 300,000 

盈余公积 5,015 4,701 4,114 

一般风险准备 5,778 5,051 4,464 

担保扶持基金 5,468 4,473 3,499 

未分配利润 14,675 21,006 25,154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1,028 335,324 337,232 

损益类    

营业收入 45,532 48,540 47,638 

担保费收入 21,961 24,601 22,754 

投资收益 590 -1,366 3,228 

利息净收入 22,893 24,703 21,087 

营业支出 36,188 36,675 38,388 

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金 -1,320 924 2,981 

提取担保赔偿准备金 27,478 23,793 25,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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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续表1）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 2015年 2014年 

损益类    

营业税金及附加 265 892 759 

资产减值损失 -696 381 312 

营业利润 9,344 11,865 9,250 

利润总额 9,457 12,005 9,276 

净利润 6,710 9,022 6,993 

现金流量类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34 52,588 2,6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858 -32,393 -6,18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06 -10,933 -11,01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37,487 276,970 267,706 

担保业务    

再担保余额 226.17 194.04 218.02 

直接担保余额 73.56 69.27 66.49 

在保余额 299.73 263.32 284.51 

再担保放大比例（倍） 6.83 5.79 6.46 

直保放大比例（倍） 2.22 2.07 1.97 

担保放大比例（倍） 9.05 7.85 8.44 

风险管理    

担保风险准备金 12.41 9.72 7.19 

准备金拨备率（%） 4.52 3.69 2.53 

担保代偿率（%） - 0.20 0.09 

盈利能力    

总资产收益率（%） 1.44 2.04 1.66 

净资产收益率（%） 2.01 2.68 2.06 

资本充足性    

实收资本 300,000 300,000 300,000 

净资产 331,028 335,324 337,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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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主要指标计算公式 

 

1、担保放大比例=在保余额/净资产 

2、准备金拨备率=（担保赔偿准备+未到期担保责任准备金+一般风险准备）/在保责任余额×100% 

3、前十大客户担保比率=目前尚未解除、仍然承担责任的前十大客户在保余额/净资产×100% 

4、担保代偿率=当期代偿支出/当期已解除担保额×100% 

5、代偿回收率=累计已回收代偿金额/累计已发生代偿支出×100% 

6、总资产收益率=当期净利润/平均总资产×100% 

7、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净利润/平均净资产×100% 

 

 



                               集合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18 
 

附件 4          集合债券及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 

 

大公集合债券及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和定义相同。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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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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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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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B 级：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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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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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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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级  ：不能偿还债务。  

 

 

注：除 AAA 级，CCC 级（含）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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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