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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138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081.25亿元，

以公募发行为主。 

 府谷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展望上调 

点评：上调原因主要为该企业在逾期款项处理及回收等重大

事项方面取得较大进展，企业欠款方经营转好，逐步偿还欠

款，企业面临的诉讼风险大幅下降，但逾期款项的回收时间

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经济建设总公司级别下调 

点评：下调原因①公司不再承担开发区新增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主体地位明显弱化；②2016

年以来，公司因市政租赁合同没有续签，同时转让天然气和

污水处理业务用于抵偿债务，营业收入大幅下滑；③公司短

期偿债资金匮乏，未来偿债资金来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短期和长期均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④公司对新疆天盛实业

有限公司和新疆江海三泰番茄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担

保中部分已被判决赔偿并计提大额预计负债；⑤公司因违反

财产报告制度，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⑥公司

2016 年审计报告出具时，对新疆天盛实业有限公司的担保

中仍有部分处于诉讼阶段。 

行业 

 财政部下发《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 

点评：PPP项目快速扩张，政府付费项目数量较多，财政支

出压力增大，在 PPP项目推进过程中，部分项目运作不规范，

存在政府与社会资本风险分配不合理、重建设轻运营、绩效

考核不完善、明股实债等问题，PPP模式存在异化为新的政

府融资平台的风险。92 号文按项目所处阶段将项目库分为

项目储备清单和项目管理库，严格新入库标准，集中清理已

入库项目，从单纯的关注项目落地数量向关注项目质量和规

范性转变，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PPP项目的成交数量将有

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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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科院百强县名单：苏浙鲁三省占据 67 席，

昆山市居百强之首 

点评：江苏省仍然是百强县最多的省份，近年来，县域经济

GDP继续下滑，但下滑幅度有所下降，部分县域经济实力较

强，区域增长极明显；在平台发债方面，发债的县域平台数

量和发债量均有所增长，预计未来仍将保持此趋势。 

企业 

 通化丰源投资、开原城投、合川工投对债券提前兑

付（拟）召开债券持有人大会 

点评：通化丰源投资拟提前兑付“11通化债/11通化债”，

并已通过债券持有人大会；开元城投拟提前兑付“14开元 

城投债/PR开城投”。合川工投“13合川工投债/PR合川投”

未获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近期城投公司提前兑付事件仍保

持增长趋势，但能否顺利兑付主要取决于债券定价及与投资

人的沟通程度。 

 芜湖建投、城发集团涉及股权收购/转让 

点评：芜湖建投拟收购莫森泰克 45%股权、永达科技 51%股

权、泓毅股份 60%，拟转让控股子公司凯翼汽车 35%股权；

城发集团拟将控股子公司文旅集团 100%股权全部作价出资

给旅投集团。大公将持续关注上述事件的进展，并对芜湖建 

投和城发集团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及时向市场发布。 

 安顺国资、桐庐国资新增对外担保；湘潭城投、兴

化城投、襄阳建投、乌房开新增借款 

点评：安顺国资对“17普定债 01/17普定 01”出具担保函，

桐庐国资 2017年 1～10月新增担保余额超 2016年末净资产

的 20%；湘潭城投、兴化城投、襄阳建投、乌房开 2017年 1～

10月新增担保余额均超 2016年末净资产的 20%。各公司或

有风险均有所增加。 

 津南城投、南宁城建股东变更 

点评：津南城投股东由天津市津南区资金管理所和天津市津

南区水库管理处变更为津南区国资委；南宁城建股东由南宁

城投集团变更为南宁城投集团和国开发展基金，注册资本同

时增加，南宁城投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预计公司地位及

获得的政府支持力度不会变化。 

 襄阳建投名称变更 

点评：襄阳建投名称变更为汉江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更名事宜对债务的付息、兑付均不构成影响，大公将持

续关注上述事项对其经营和信用状况可能产生的后续影响，

并及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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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38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1,081.25亿元，发行方式以

公募发行为主。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城投行业新发 138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1,081.25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较为多

元化，以定向工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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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投 1,081.25 138 
中期票据、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债券、

私募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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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支债券中，78 支为公募发行，60 支为私募发行；债券类别来看，超

短期融资券有 17 支，短期融资券 7 支，中期票据 22 支，企业债 28 支，公司债 5 支，

私募债 18支，定向工具为 41支。 

（三）信用级别变动 

本期共 2 家企业级别或展望发生变动，东方金诚上调府谷县国资评级展望，大公下

调石开公司级别。 

表 2  本期级别调整情况（单位：亿元、只）  

企业名称 评级机构 最新主体级别（或展望） 上次评级主体级别（或展望） 

府谷县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金诚 稳定 负面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经济建设总公司  大公 BB+ A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点评：府谷县国资此次展望上调原因主要为该企业在逾期款项处理及回收等重大事项方面取得

较大进展，企业欠款方经营转好，逐步偿还欠款，企业面临的诉讼风险大幅下降，但逾期款项

的回收时间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点评：石开公司级别下调主要是公司不再承担开发区新增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投融资主体地位明显弱化；2016 年以来，公司因市政租赁合同没有续签，同时转让天然气

和污水处理业务用于抵偿债务，导致营业收入大幅下滑；公司短期偿债资金匮乏，未来偿债资

金来源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短期和长期均面临较大的偿债压力；公司对新疆天盛实业有限公

司和新疆江海三泰番茄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贷款担保中部分已被判决赔偿并计提大额预计负

债；公司因违反财产报告制度，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公司 2016 年审计报告出

具时，对新疆天盛实业有限公司的担保中仍有部分处于诉讼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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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财政部下发《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

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 号文） 

11 月 10日，财政部办公厅下发《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

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要求按项目所处阶段将项目库分为项目储备清单和项目管理

库，纳入项目储备清单的项目重点进行孵化和推介，纳入项目库的项目实施全生命周

期管理以确保运作规范；严格新项目入库标准，不适宜采用 PPP 模式实施、前期准备

工作不到位和未建立按效付费机制的项目不得入库；集中清理已入库项目，对不适宜

采用 PPP模式实施、前期准备工作不到位、未按规定开展“两个论证”、不宜继续采用

PPP 模式实施、不符合规范运作要求、构成违法违规举债担保和未按规定进行信息公

开等七类已入库项目予以清退。同时，明确了整改时限，要求各省级财政部门于 2018

年 3 月 31日前完成本地区项目管理库集中清理工作，并将清理工作完成情况报财政部

金融司备案。对于逾期未完成清理工作的地区，由财政部 PPP 中心指导并督促其于 30

日内完成整改，逾期未完成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暂停该地区新项目入库直至整改

完成。 

点评：近 4 年 PPP 项目快速扩张，政府付费项目数量较多，财政支出压力增大，在 PPP 项目推进

过程中，部分项目运作不规范，存在政府与社会资本风险分配不合理、重建设轻运营、绩效考核

不完善、明股实债等问题，PPP 模式存在异化为新的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针对这些问题，92

号文按项目所处阶段将项目库分为项目储备清单和项目管理库，严格新入库标准，集中清理已入

库项目，从单纯的关注项目落地数量向关注项目质量和规范性转变，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内，PPP

项目的成交数量将有所下滑。 

要闻 2：中国社科院百强县名单：苏浙鲁三省占据 67席，昆山市居百强之

首 

《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报告（2017）》于 23 日发布，报告显示，2017 年全国综合竞

争力百强县（市）分布在 15省（市）。江苏百强县(市)有 25席，比上年减少 2 席；浙

江和山东百强县(市)都为 21席，都比上年增加 1个。山西、吉林、黑龙江、广西、重

庆、四川、云南、青海、宁夏和新疆等 10个省份无缘百强县。昆山市、江阴市、张家

港市位列百强县前三甲。投资潜力方面，江苏投资潜力百强县（市）数量最多，达到

20席，其次是浙江和安徽，分别有 17席和 13 席。固安县、界首市、即墨市位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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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力百强县前三甲。（来源：中国证券网） 

点评：江苏省仍然是百强县最多的省份，近年来，县域经济 GDP 继续下滑，但下滑幅度有所下降，

部分县域经济实力较强，区域增长极明显；在平台发债方面，发债的县域平台数量和发债量均有

所增长，预计未来仍将保持此趋势。 

三、本期企业动态 

开原城投、通化丰源投资、合川工投对债券提前兑付（拟）召开债

券持有人大会。城发集团、芜湖建投涉及股权收购/转让；安顺国资、

桐庐国资新增对外担保；湘潭城投、兴化城投、襄阳建投、乌房开

新增借款。津南城投、南宁城建股东变更。襄阳建投公司更名。 

（一）提前兑付 

1、开原城投（中性） 

《关于召开 2014 年开原市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的公告》（2017.11.15）：开原市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召开 2014年开原市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审议表决《关于提前兑付 2014年开原市城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议案》。 

2、通化丰源投资（中性） 

《2011 年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公告》（2017.11.16）：2011年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

设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否决了《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关于

提前偿还“2011 年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的议案》，同时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偿还 2011年通化市丰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市政项目建设债券的

议案 2》。 

3、合川工投（中性） 

《2013 年重庆市合川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决议公告》（2017.11.27）：“13合川工投债/PR合川投”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否决了《关于提前偿还“2013年重庆市合川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

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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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权收购/转让 

1、城发集团（负面） 

《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转让资产的公告》（2017.11.16）：根据中共

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关于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青西新发【2017】6号）等文

件，城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所持有的青岛西海岸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全部作价评估值为 1,578,818,103.99 元）全部作价出资给旅投集团，旅投集团为文旅

集团的唯一股东。股权转让方式为股权作价出资，其中：900,000,000.00元作为本公

司对旅投集团注册资本的实际出资，占旅投集团注册资本的 30%；剩余部分股权价值

678,818,103.99 元计入旅投集团资本公积。 

2、芜湖建投（中性） 

《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01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022017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2017.11.16）：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从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收购芜湖莫森泰

克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的股权、芜湖永达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安徽泓毅汽

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0%的股权，同时拟将现持有的芜湖凯翼汽车有限公司 35%的股权

转让给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将于 2017 年 11月 28 日上午 10:00 召开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会议审议事项为《关于芜湖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拟收购三家公司

股权和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重大事项议案》。 

（三）对外担保 

1、安顺国资（负面） 

《为普定县夜郎国有资产投资营运有限责任公司发行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出

具的担保函》（2017.11.03）：普定县夜郎国有资产投资营运有限责任公司拟发行面额

总计为人民币 140,000 万元的城市停车场建设专项债券，具体期限及额度及国家发改

委最后批准期限及额度为准。公司为本期债券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 2016 年末，

公司合并口径对外担保金额为 121.82 亿元，担保比率为 62.87%，担保比率较高，被

担保单位主要为安顺市内国有企业）。 

2、桐庐国资（负面） 

《桐庐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当年累计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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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之二十公告》（2017.11.08）：截至 2017 年 10 月末，桐庐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

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68.64 亿元，累计新增担保余额为 21.61 亿元，累计新增担保

余额占上年末净资产的 21.05%。 

（四）新增借款 

1、湘潭城投（负面） 

《湘潭市城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2017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

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之公告》（2017.11.06）：截至 2017 年 10月 31日，湘潭城投借款

余额为 180.37 亿元，较 2016 年末累计新增借款 31.15 亿元，占 2016 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 23.14%。新增借款主要来自长期借款、企业债券和中期票据。 

2、兴化城投（负面） 

《兴化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17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

之二十的公告》（2017.11.07）：截止到 2017 年 10月 31日，兴化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借款余额为 67.96 亿元，2017 年 1-10 月累计新增借款 30.84 亿元，占上年末净

资产的比例超过 35.31%。 

3、襄阳建投（负面） 

《襄阳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关于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

十公告》（2017.11.08）：截至 2017年 10月 31 日，襄阳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借款

余额为 329.79 亿元，2017 年 1～10 月累计新增借款 57.23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的 20.81%。 

4、乌房开（负面） 

《乌鲁木齐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 1～10月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

净资产百分之三百的公告》（2017.11.14）：截至 2017 年 10月 31日，乌鲁木齐房地产

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借款余额 117.34 亿元，2017 年 1-10 月累计新增借款 228.02 亿

元，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超过 300%。 

（五）股权变更 

1、津南城投（中性） 

《天津津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拟变更股东方的公告》（2017.11.27）：

天津津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原股东为天津市津南区资金管理所和天津市津南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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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管理处，持股比例分别为 89.95%和 10.05%，为规范公司管理，津南区政府拟将天津

市津南区资金管理所和天津市津南区水库管理处在公司的股份无偿划拨给天津市津南

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津南区国资委”），由津南区国资委

作为公司唯一股东履行出资人职责，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国有独资公司。津南

区国资委已对公司章程变更进行了批复，同意公司进行股东变更，目前股权划转工作

尚在办理中。 

2、南宁城建（中性） 

《南宁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变更注册资本、股东等事宜的公告》

（2017.11.29）：经南宁市工商局核准、2017 年 11 月 16 日股东会决议通过，南宁城

投股东由南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宁城投集团”）变更为南

宁城投集团、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且注册资本亦发生变更，目前已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变更后，南宁城投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六）名称变更 

1、襄阳建投（中性） 

《关于襄阳市建设投资经营有限公司更名为汉江国有资本投资集团及债务继承的

公告》（2017.11.28）：公司更名为汉江国有资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事项已经襄

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于 2017年 11月 2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原有的对外

签订的全部合同、协议及全部债权债务、经营业务均由变更后的“汉江国有资本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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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行业小组，且不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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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