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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36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736.5亿元，以公

募发行为主，债项级别均在 AA及以上。 

行业 

 上海港、天津港涉嫌垄断被查，多家港口企业调降进

出口集装箱装卸作业费 

点评：港口作业包干费收费标准的调降，将进一步优化进出

口环境，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此次整改，

港口企业在收费和管理运作上将更加规范，2018 年起将每

年减少进出口物流成本超过 30亿元，港口营商环境将得到

改善。 

 国家发改委收紧地铁项目审核 

点评：地铁投资规模巨大且建设资金一般由市级财政负担，

对地方财政的压力较大，国家发改委收紧地铁项目审核，或

是基于地方债务安全的考虑。预计未来地铁建设投资将更加

理性更加规范；对于新建地铁项目，需更多关注建设资金来

源及偿债保障。 

 铁路“十三五”规划出炉，2020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将达 15 万公里 

点评：从规划目标来看，高铁建设仍将保持较快速度，尤其

是中西部高速铁路投资仍将保持较大规模。未来旅客出行及

货物运输都将更为便捷和高效。铁路建设项目融资渠道将更

加丰富，股权投资、资产证券化等融资形式将会增加。 

企业 

 武汉地铁新增借款较多 

点评：武汉地铁本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40%，

或有风险有所增加。 

 云南交投接收并整合重组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所属

56户企业 

点评：此次重组，在交通资源整合、业务板块重组、经营范

围拓展等方面进一步支撑了公司发展综合交通运输的战略，

云南交投在交通运输方面的实力将进一步增强。 

交通行业监测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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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36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736.5亿元，以公募发行为主，

债项级别均在 AA及以上，其中 10支债券债项级别为 AAA。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银行新发 36 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736.5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中期票据、

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定向工具和政府支持机构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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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6.5     36 
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定

向工具、政府支持机构债券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36 支债券中，债券期限为 1 年及以上债券数量为 18 支，33 支为公募发

行，3 支为私募发行；债券类别来看，超短期融资券 18 支，短期融资券 5 支，中期票

据 6 支，公司债 1支，定向工具 2支，政府支持机构债 4支。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上海港、天津港涉嫌垄断被查，多家港口企业调降进出口集装箱

装卸作业费 

国家发展改革委 11月 15日称，对上海港和天津港进行的反垄断调查发现，部分港

口企业存在涉嫌违反反垄断法行为。经过整改，上海港、天津港、宁波舟山港、青岛港

等港口企业将于 2018 年起调降进出口集装箱装卸作业费，每年可减少进出口物流成本

约 35亿元。 

今年４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交通运输部，依法对上海港和天津港进行反垄断调

查，发现部分港口企业存在涉嫌违反反垄断法的问题，包括：限定船公司使用本港下属

企业提供的拖轮、理货、船代等服务；对不可竞争的本地外贸集装箱装卸业务，收取远

高于竞争性国际中转集装箱的装卸作业费；向交易对象附加强制拆箱理货、不竞争条款、

忠诚条款等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些行为排除限制了相关市场竞争，影响了公平竞争的营

商环境，导致相关服务价格高企，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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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目前大多数港口都制定了整改方案。其中，上

海港、天津港、宁波舟山港、青岛港等主要港口对有关问题进行全面规范，大幅调降进

出口集装箱装卸作业费水平；唐山港、黄骅港、威海港、日照港、连云港港、北部湾港

等港口也针对自查问题制定了整改措施。（资料来源：网易新闻） 

点评：港口作业包干费收费标准的调降，将进一步优化进出口环境，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另

一方面，通过此次整改，港口企业在收费和管理运作上将更加规范，2018 年起将每年减少进出

口物流成本超过 30 亿元，港口营商环境将得到改善。 

要闻 2：中国重新审视地铁建设热 发改委收紧地铁项目审核 

11 月 14日，经济观察网自相关人士处获悉，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更慎重地对待地

方地铁项目规划的审批。分处于中部、西部两省省会城市的地方政府人士也分别对经济

观察网表示，其所在市上报的总计四条（一个城市两条）地铁规划至今也尚未审核通过。 

今年 8 月，内蒙古多条地铁项目均被叫停，其中包头市的地铁项目已经进入了建

设期。相关人士对经济观察网表示，发改委正在逐渐收紧对于地铁项目规划的审批。

目前中国地铁项目的前期审批权已经下放至地方政府，但是，发改委依然保持地铁规

划的审批权——地方政府审批的地铁项目必须在发改委审批的规划范围内。 

11 月 2日，咸阳市人民政府官网发布《强化沟通衔接 加快工作进度 持续推进地

铁规划建设工作》，其中提及目前建设规划尚未取得国家发改委的批复，原因之一即为

奥凯“问题电缆”事件和近期包头地铁建设存在的政府举债及金融风险等问题的影响，

导致目前国家发改委对地铁建设规划审批持更为审慎的态度，因此年内取得批复难度

较大。此外，武汉市发改委在一则回复中表示国家要求国家发改委对全国轨道交通建

设情况重新评估，在此基础上行程分类管理意见，待国家批准后再启动审批工作。（资

料来源：经济观察网） 

点评：2017 年以来，财政部接连发文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以及政府购买服务，抑制地方债务

的增加。地铁是地方基建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投资规模巨大且建设资金一般由市级财政负担，

国家发改委收紧地铁项目审核，或是基于地方债务安全的考虑。预计未来地铁建设投资将更加理

性更加规范；对于新建地铁项目，需更多关注建设资金来源及偿债保障。 

要闻 3：2020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将达 15万公里 推进债转股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铁路总公司 24 日联合发布《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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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十三五”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0 年，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5 万公里，其中高

速铁路 3 万公里，复线率和电气化率分别达到 60%和 70%左右，基本形成布局合理、覆

盖广泛、层次分明、安全高效的铁路网络。 

按照规划，高速铁路建设在建成“四纵四横”主骨架的基础上，将有序推进，服务

范围进一步扩大，形成覆盖 80%以上大城市的高速铁路网络。在干线路网优化完善上，

将持续优化完善东部路网，继续扩大中西部路网规模，中西部路网规模达到 9万公里左

右。同时提出要改善铁路运输服务，加强市场开发与培育，加大新产品开发，提升客运

服务水平，拓展铁路货运市场等。 

规划明确，“十三五”期间将持续深化改革和防控风险，加大对铁路项目地方出资

能力的审查力度，充分评估铁路项目建设可能带来的地方政府债务和风险隐患，合理

控制建设规模和节奏，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确保建设时机、建设标准等与发展需

求、筹资能力相适应。引导地方政府按照相关规定开展 PPP 项目，严禁通过 PPP 等形

式违法违规变相举债。加快铁路优质资产盘活，对具有较好收益预期的高铁，按照市

场化、法治化原则推进债转股。（资料来源：中国交通新闻网） 

点评：从规划目标来看，高铁建设仍将保持较快速度，尤其是中西部高速铁路投资仍将保持较大

规模。未来旅客出行及货物运输都将更为便捷和高效。铁路建设项目融资渠道将更加丰富，股权

投资、资产证券化等融资形式将会增加。 

三、 本期企业动态 

南方航空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武汉地铁本年累计新增借款超

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四十；天津公交、成都公交 2017年前三季度

均大幅亏损；云南交投接收并整合重组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所属 56

户企业。 

（一）公司运营 

1、南方航空（中性） 

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改制有关事项的批

复》批准，南方航空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改制后名称为“中国南方

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代表国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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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天津港集团（正面） 

今年前 10 个月，天津港集团公司发挥上市公司装卸物流运营主体作用，推动集装

箱、滚装汽车等货类和大陆桥过境运输业务实现高质量增长。天津港先后开通了 5条集

装箱班轮新航线；建成使用了一次可存放 3,200 余辆汽车、年周转能力为 10 万辆的多

层汽车库；开通直达莫斯科和明斯克的双向国际班列。1～10 月，天津港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 1,280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5.6%；完成滚装汽车吞吐量 88万标辆，同比增长 36%；

完成大陆桥过境运量 5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32.8%。 

（二）重大诉讼 

1、连云港股份（负面） 

2016年7月8日，上海中纺物产发展有限公司将连云港长信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为被告

一，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下属东联港务分公司分别作为被告三、被告二，

李昱为被告四，提起民事诉讼。现一审判决结果由被告一承担相关赔偿责任，未涉及连

云港股份及其下属东联港务。 

（三）股权转让 

1、上港集团（中性）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1月17日晚公告，拟将所持上海国际航运服务

中心开发有限公司、上海银汇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各50%的股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

以打包方式公开挂牌转让。两家公司注册资本分别为31.50亿元和13.55亿元，预计税前

投资收益不超过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5%。 

（四）信息披露 

1、武汉地铁（负面） 

根据《武汉地铁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本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四

十的公告》，截至2017年10月末，公司累计新增借款余额328.15亿元，占上年末净资产

的49.67%。 

2、天津公交（负面） 

根据《天津市公共交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三季度业绩亏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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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公交2017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为-22.23亿元，利润总额为-13.72亿元，亏损金额已

超过公司2016年年度经审计后净资产的10%。公司亏损为政策性亏损，主要原因为人工、

燃油和车辆维修保养等成本不断走高，加之公司加大高价值新能源环保车辆购置并投入

公交运营，折旧加大。 

3、成都公交（负面） 

根据《成都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业绩亏损的公告》，成都公交2017年

前三季度营业利润为-26.18亿元，利润总额为-6.59亿元，净利润为-6.60亿元，亏损金

额已超过公司2016年年度经审计后净资产的10%。亏损主要原因是成都市地铁分流导致

公交客流量和人次下降、新开线路造成运营里程增加、场站综合体陆续交付结转固定资

产导致折旧费用增加以及出租车运营收到网约车合法化影响收入大幅缩减。 

（四）整合重组 

1、云南交投（正面） 

《云南省交通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接收并整合重组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所属

56户企业的公告》称，根据云南省委、省政府有关通知需求，决定由云南交投负责整合

重组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所属56户企业。在开展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的基础上，

分类进行整合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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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类行业小组，且不得

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