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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重要信息 

债市： 

 本期新发 13 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203 亿元，以公募发行

为主。 

行业： 

 9 月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呈现增长乏力的局面 

点评：港口需求量的增长依赖于进出口贸易，近期出口集装箱运输

市场增长乏力，对港口需求量产生不利影响，港口吞吐量增速存在

继续放缓的可能。 

 山西政府还贷高速 10月起实行差异化收费优惠 

点评：差异化收费的实施可以有效减轻企业道路运输物流成本，同

时实现错峰调流，有助于提高区域网路运行效率。 

企业：   

 白云机场与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经营

合作协议； 

点评：国内主要机场如武汉机场、杭州机场、厦门机场等均与中免

集团存在合作，白云机场与中免集团签订的免税项目经营合作协议

将在合同期内为其带来可观的收益。 

 海航控股收购新华航空、长安航空、山西航空股权；东航

集团对 Air France-KLM 进行股权投资； 

点评：海航控股本次收购增强了对三家控股子公司的控制，有利于

公司整体运营效率与未来盈利能力的提升。 

 广东高速重大诉讼原告提出上诉；贵州高速重大诉讼原告

要求赔偿； 

点评：杭瑞高速贵州境毕节至都格高速公路项目压覆位于毕节市的

岔河煤矿勘查区，贵州鼎望能源有限公司作为勘查区煤炭勘探探矿

权所有人对贵州高速提出诉讼，要求贵州高速赔偿总额 1.07亿元。 

DAG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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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3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203亿元，发行方式以公

募发行为主。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交通行业新发 13 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203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主要以

超短期融资券为主，发行金额为 122 亿元，其次为中期票据，发行金额为 65 亿

元，定向工具的发行规模最小，为 4 亿元。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交通 235.70 16 超短期融资债券、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定向工具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13 支债券中，债券期限最长的为 5 年，发行方式以公募为主，公

募发行支数为 12 支。从债券类别来看，超短期融资券 7 支、中期票据 3 支、短

期融资券 1支、公司债 1支、定向工具 1支。 

表 2  本期新发债券信息（单位：亿元、年、%） 

债券简称 
发行

总额 

债券期

限 

发行票

面利率 
债券种类 发行方式 债项等级 评级机构 

17 川交投 MTN001 30.00 5.00 5.58 中期票据 公募 AAA 中诚信国际 

17 扬州交通 MTN001 5.00 5.00 5.30 中期票据 公募 AA 中诚信国际 

17 厦港 01 5.00 5（3+2） 4.69  公司债 公募 AAA 上海新世纪 

17 豫交投 MTN002 30.00 3.00 5.35 中期票据 公募 AAA 大公 

17 靖江港 PPN002 4.00 3.00 6.50 定向工具 私募 - - 

17 烟台港 CP002 7.00 1.00 4.88 短期融资券 公募 A-1 大公 

17 锡交通 SCP002 15.00 0.74 4.79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联合资信 

17 日照港 SCP003 15.00 0.74 5.10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大公 

17 湘高速 SCP002 40.00 0.74 4.75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联合资信 

17 宁沪高 SCP007 12.00 0.50 4.65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中诚信国际 

17 东航股 SCP010 20.00 0.49 4.20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大公 

17 豫高管 SCP008 10.00 0.25 4.35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联合资信 

17 豫高管 SCP007 10.00 0.25 4.30 超短期融资债券 公募 - 联合资信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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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用级别变动 

无。 

二、本期行业要闻 

 交通 

要闻 1：9 月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呈现增长乏力的局面 

中国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呈现出增长乏力的局面，运力过剩情况有所显现。分

地区来看，欧洲航线由于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对运输需求的增长产生

不利影响，市场货量较去年同期下滑，供需基本面较为疲软。上海港船舶平均装载

率降至 90%左右，市场运价承压下跌。北美航线方面，美国经济发展继续处于良好态

势，支持当地居民消费和运输需求稳步增长，货量总体表现较为强势，供求关系良

好，多数航商在月中执行涨价计划，但由于总体运力规模仍处于高位，涨价成果未

能维持，运价在下半月逐步回落。澳新航线，近期继续保持向好的局面，运输需求

稳步增长，加之部分航商采取停航等措施控制总体运力规模，供求关系逐步改善，

上海港船舶平均装载率升至 95%左右。南美港航线近期市场行情有所转弱，上海港船

舶平均舱位利用率缓慢下滑。日本航线，运输需求总体稳定，市场运价小幅上涨。（来

源：中国海事服务网） 

点评：港口需求量的增长依赖于进出口贸易，近期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增长

乏力，对港口需求量产生不利影响，港口吞吐量增速存在继续放缓的可能。 

要闻 2：山西政府还贷高速 10 月起实行差异化收费优惠 

交通运输部等十四个部门印发计划，提出优化收费公路通行费政策，在具备条

件的省份和路段，组织开展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试点。计划指出推广货车使

用电子不停车收费系统（ETC）非现金支付方式，省级人民政府可根据本地区实际，

对使用 ETC 非现金支付卡并符合相关要求的货运车辆给予适当通行费优惠。严格执

行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免收整车合法装载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通行

费。10 月 1 日起，山西省政府还贷高速公路将实行分时段分路段差异化收费优惠政

策，该政策涉及全省高速公路里程达 2,312 公里，占政府还贷公路总里程的 55%，其

最大优惠幅度达 70%；优惠期暂定为 1 年，将执行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今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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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运输部积极推进完善高速公路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政策，山西省是交通运输部确定

的 3 个试点省份之一。山西省交通战备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王晋介绍，此次车辆通行

费优惠额度预计在 8 亿元左右，降本规模突出。政策更加突出精准扶贫，在太行山、

吕梁山集中连片贫困区的 13 条 912 公里高速公路实行 ETC 卡减半优惠政策，在 5 条

382 公里公路上实行白天优惠幅度 50%、夜间优惠幅度 70%的分时段收费。山西省还

鼓励重载货车行驶高速公路，对 25 吨以上货车在 13 条高速公路路段行驶时，车辆

通行费实行“递远递减”收费方式，即行驶里程越长、优惠幅度越大。行驶里程超

过 50 公里的，50 公里至 100 公里的里程部分，优惠 20%；100 公里至 150 公里的部

分，优惠 30%；150 公里以上的部分，优惠 40%。（来源：新浪财经、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 

点评：差异化收费的实施可以有效减轻企业道路运输物流成本，同时实现错

峰调流，有助于提高区域网路运行效率。 

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白云机场与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经营

合作协议；中国国航存在高管变动；海航控股收购新华航空、

长安航空、山西航空股权；东航集团对 Air France-KLM 进行

股权投资；广东高速重大诉讼原告提出上诉；贵州高速重大诉

讼原告要求赔偿；成渝高速发生资产转让；山西交投出现股东

变更。 

表 3  本期发债企业动态情况 

要闻类别 公司简称 公告内容 正面/负面/中性 

公司运营/质押/变动 白云机场 

白云机场和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二号航站楼

出境免税店项目经营合作协议。经营期限 8 年，从 2018年 2月 1

日起至 2026年 1月 31日。合同期内预计将给白云机场带来 12.65

亿元的营业收入。 

正面 

人员变更 中国国航 

中国国航2017年9月29日发布《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任的公告》，

中国国航董事会与当日收到公司副总裁冯润娥女士递交的辞呈。

冯润娥女士因工作退休，向公司董事会辞去副总裁职位。该辞任

即日起生效。 

中性 

兼并收购 海航控股 

海航控股拟以 135,461.07 万元收购北京德通顺利投资顾问有限

公司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10.25%

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新华航空 61.74%股权；海航控

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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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拟以 96,927.18 万元、209,290.18 万元分别收购海航航空集团

有限公司、陕西长安航空旅游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长

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11.91%、25.71%股权。交易完成后，海南航

空控股将持有长安航空 97.05%股权；海航控股拟以 64,969.20

万元、57,881.64 万元分别收购北京鸿瑞盛达商贸有限公司、海

航航空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控股子公司山西航空有限责任

公司 26.12%、23.27%股权。交易完成后，海南航空控股将持有山

西航空 72.82%股权。 

东航集团 

东航集团的下属全资子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与 Air 

France-KLM（“法荷航集团”）签署了附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对 Air France-KLM 进行股权投资，计划认购其本次定向增发完

成后总股本 10%的新发行股份，总投资额大约为 3.75 亿欧元。

同日，东航控股战略股东 Delta Air Lines Inc.(以下简称 

“Delta”)也与 Air France-KLM 签署了附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计划认购其本次定向增发完成后总股本 10%的新发行股份。

Air France-KLM 向东航集团定向增发发行的股份于 2017 年 10

月 3 日在泛欧交易所（主要在巴黎和阿姆斯特丹市场）完成交割。 

正面 

重大诉讼 

广东高速 

广东高速 2017年 9月29日发布《关于重大诉讼进展情况的公告》，

广州莲花生态茶园对广东高速子公司广东潮惠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提起诉讼，潮惠高速公路项目因建设需要，需征用海丰县莲花

山茶园 8.23 亩土地。海丰县国土部门依法依规向该茶园出具补

偿通知书，确认莲花山茶园补偿款为 29.13 万元。莲花山茶园未

领取补偿款，并向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潮惠高速公

路施工和通车破坏了莲花山茶园生态环境，要求潮惠公司赔偿约

1.18 亿元。2017 年中旬，潮惠公司收到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本案的裁定书，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原告莲花山茶园的

起诉。原告莲花山茶园不服汕尾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 ，于 2017

年 9 月 21 日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目前，潮惠公司

尚未收到二审法院开庭传票通知。上述诉讼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

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

正常。 

中性 

贵州高速 

贵州高速于 2017年 10 月发布《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涉及

重大诉讼（仲裁）的公告》称，因杭瑞高速贵州境毕节至都格高

速公路项目压覆位于毕节市的岔河煤矿勘查区，该勘查区煤炭勘

探探矿权所有人为贵州鼎望能源有限公司。现该公司要求贵州高

速赔偿损失 7,768.79 万元及支付逾期利息 2,906.63 万元，共计

10,675.42 万元，贵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年 8月 1 日受理此

案。 

负面 

资产转让 成渝高速 

成渝高速于 2017年 9月 27 日发布《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四川交投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6%股份

以及关于补充确认本公司与四川交投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签

署《施工工程关联交易框架协议》的议案。 

中性 

股东变更 山西交投 山西交投于 2017年 9月 29 日发布《山西省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 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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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更的公告》称，根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和山

西省国资委相关文件，山西交投的全部股权被划转至山西省国有

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由山西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管管理委员会变更为山西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并

于 2017年 8月 18 日在工商局完成股权划转和工商变更手续。公

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点评：本期监测期内企业有九家企业发生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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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声明 

本报告分析及建议所依据的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也不保证所依据的信息和建议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我们

已力求报告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

投资建议。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提供的信息进行证券投资所造成的一切后果，本公司

概不负责。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

翻版、复制和发布。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大公资信公用类行业小组，且不

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