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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7只债券，募集资金 98.00亿元，发债主体

7家，除戴姆勒发行定向工具无主体级别外，主体级

别均在 AA以上，其中 2家发债主体级别为 AAA。 

行业 

 工信部联合相关部门公布 2016～2017 年平均燃料

消耗量管理通知，油耗积分核算推进节能和新能源

汽车发展 

点评：此政策通过对 2013～2015年度油耗负积分的不予追

究考核，但正积分可以逐年结转，实质是对整个汽车产业增

加了燃油正积分的供给，一定程度缓解车企压力；另外车企

为应对油耗积分为负的情况，短期抢装将有助于提高新能源

汽车的投放。 

 我国公布 10 月份汽车产销数据，新能源乘用车同

比大幅增长，随着推广目录逐批发布和“双积分”

等重要政策落实，新能源汽车有望保持高速增长 

点评：预计受相关政策和网传 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提前

退坡影响，市场可能出现新能源乘用车抢装及消费者提前购

车情况，2017年尾声新能源汽车将继续放量。 

企业 

 金杯汽车转让华晨金杯股权事项已完成，同时转让

金杯车辆事项获辽宁省国资委批复 

点评：公司发展方向是完成整车业务的剥离工作，转让事项

获批复将有效推进优化上市公司资产结构的进程，未来公司

将重点发展汽车零部件业务，提升金杯汽车盈利能力。 

 广汽集团和赛轮金宇分别发布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发行情况报告书，股权增发事项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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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广汽集团募集资金总额 150.00亿元，主要用于自主

品牌项目，将有效加速自主品牌产能扩张、新车型和新能源

相关技术的进步；赛轮金宇募集资金总额 13.00亿元，将有

效改善公司股权分散局面，同时有助于加快公司越南全钢胎

项目建设，为未来业绩增长奠定基础。 

 模塑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无条件通过；均胜电子收购高田事项正

在逐步推进 

点评：模塑科技所购买资产为国内汽车电镀件领先企业，收

购事项完成将进一步丰富企业产品线，提升企业行业地位和

盈利能力；均胜电子收购高田事项已接近完成，预计可借此

获得百亿美元规模订单，市场占有率将大幅提升，成为全球

第二大汽车安全生产商。

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7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98.00 亿元，发债主体除戴姆勒

发行定向工具无主体级别外，主体级别均在 AA 以上，其中 2 家发债

主体级别为 AAA。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汽车行业新发 7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98.00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可转债、

公司债、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及定向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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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车行业 98.00 7 
可转债、公司债、超短期融资券 

中期票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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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支债券中，债券期限主要为 3年期和 1年内，发行方式以公募发行为主，

附债项信用等级的包括 2 支 AAA 和 1 支 AA 债券；评级机构中，中诚信证评、中诚信国

际及联合资信分别各评级 1次；债券类别来看，可转债 1支，中期票据 1支，公司债 1

支，定向工具 1支，超短期融资券 3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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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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小康转 15.00 6.00 累进利率 可转债 公募 AA 中诚信证评 

17 宇通 MTN001 10.00 3.00 5.50 中期票据 公募 AAA 中诚信国际 

17 福特汽车 03 20.00 3.00 5.30 公司债 公募 AAA 联合资信 

17 戴姆勒 PPN005BC 40.00 3.00 5.45 定向工具 私募 - - 

17 万丰奥特 SCP005 6.00 0.74 5.78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 

17 广物控股 SCP002 5.00 0.74 5.12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 

17 北方凌云 SCP001 2.00 0.25 5.50 超短期融资券 公募 - -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三）信用级别变动 

本期无汽车行业主体信用等级发生变动。 

二、本期行业要闻 

工信部联合相关部门公布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通知，油耗积分

核算推进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发展；我国 10月份汽车产销数据公布，

新能源乘用车同比大幅增长，随着推广目录逐批发布和“双积分”

等重要政策落实，新能源汽车有望保持高速增长。 

要闻 1：工信部联合相关部门公布 2016～2017年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通知，

油耗积分核算推进节能和新能源汽车发展 

11 月 2日，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联合公布了《关于 2016

年度、2017年度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针对 2016～2017 年度的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管理提出了明确的抵偿要求，对

于 2016 年度平均燃料消耗量负积分的企业，可以使用 2017年度自身产生的平均燃料消

耗量正积分、新能源汽车正积分，或参照“双积分”政策中规定的关联企业间的转让、

购买新能源汽车正积分等方式于 2017 年度积分考核时抵偿归零，若企业不能抵偿归零，

需向工信部提交乘用车生产或者进口调整计划，使其预期产生正积分可抵偿尚未抵偿的

负积分；负积分抵偿归零前，对其燃料消耗量达不到《乘用车燃料消耗量评价方法及指

标》车型燃料消耗量目标值的新产品，不予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另外，《通知》明确了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可结转至后续年度使

用的办法，对于 2013～2015 年度的油耗负积分不予追究考核，但正积分可按照规定结



                                           监测月报 | 页 4 / 7 

 

转。工信部会同相关部门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和新能源汽车积分核算确认

后，发布年度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核算情况报告。（来源：工

信部） 

点评：此政策作为“双积分”政策的延续，一方面通过对过往年度油耗负积分的不予追究考核，

但正积分可以逐年结转，实质对整个汽车产业增加了燃油正积分的供给，一定程度缓解车企压力；

另一方面将有助于提高新能源汽车的投放，车企为应对油耗积分为负的情况，可能会出现抢装情

况刺激四季度乘用车产量。 

要闻 2：我国公布 10 月份汽车产销数据，新能源乘用车同比大幅增长，2017

年随着推广目录逐批发布和“双积分”等重要政策落实，新能源汽车有望保持

高速增长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10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0.4万辆和 270.4万

辆，产销量环比分别下降 2.5%和 0.2%；同比分别增长 0.7%和 2.0%。新能源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 9.2 万辆和 9.1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5.9%和 106.7%；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

均完成 7.7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6.3%和 95.8%；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均完成 1.4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63.6%和 194%。2017 年 1～10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51.7

万辆和 49.0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45.7%和 45.4%。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42.7

万辆和 40.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54.7%和 55.9%；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9万辆和 8.8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4%和 11.2%。（来源：中汽协） 

点评：2017 年以来推广目录的逐批发布以及地补政策的逐步落地，新能源汽车市场总体呈现向

好趋势，预计伴随“双积分”政策及相关政策的保驾护航，新能源汽车有望保持高速增长。 

三、本期企业动态 

金杯汽车转让华晨金杯股权事项已完成，同时转让金杯车辆

100%股权事项获辽宁省国资委批复；广汽集团和赛轮金宇分别发布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股权增发事项已完成，资本

实力有所加强；模塑科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获得中

国证监会无条件通过；均胜电子收购高田事项正在逐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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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产重组 

金杯汽车（中性） 

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杯汽车”或“公司”）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让华晨金杯 39.1%股权的议案》，同

意以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持有的沈阳华晨金杯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金杯”）

39.1%股权转让给沈阳金杯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交易对价为人民币 1元，转让完成

后，公司不再持有华晨金杯股权。2017 年 11 月 1 日，华晨金杯已在沈阳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完成 39.1%股权变更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于 2017年 11月 17日收到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转发的辽宁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金杯汽车转让金杯车辆 100%股权的批复》（辽国资产

权【2017】292 号）。同意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100%

股权至沈阳市汽车工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二）股票增发 

1.广汽集团（正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汽集团”或“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9 日发布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16 日于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手续。本

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753,390,25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4,999,999,957.14 元。 

2.赛轮金宇（正面）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金宇”或“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24 日发布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公司于 2017 年 11月 23 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为 407,523,50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00,0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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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兼并 

1.模塑科技（正面）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模塑科技”或“公司”）发布关于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员会审核通过暨

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称公司于 2017年 11月 2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于

2017年 11 月 22日召开的 2017年第 65次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无条件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为公司向模塑集团、精力机械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道达饰件 100%股权，交易对方获得的股份和现

金对价占其交易总价比例均为 60%和 40%。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道达饰件 100%

股权。 

2.均胜电子（正面） 

宁波均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均胜电子”或“公司”）发布关于授权

董事长签署购买 Takata Corporation 主要资产附生效条件系列协议的公告，董事会授

权董事长根据购买 Takata Corporation（以下简称“高田”）主要资产谈判进展，分

步骤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系列框架性协议。目前各区域的交易尚处于谈判阶段，未来将

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在统一框架下分别签署系列协议。 

2017 年 11月 21 日，公司于卢森堡设立新公司 Joyson KSS Auto Safety S.A.与

高田及其各区域子公司完成资产购买系列协议签署（以下简称“购买协议”），收购破

产程序中高田除硝酸铵气体发生器业务以外的主要资产，包括现金及现金等价物预计

不少于 4.35 亿美元，以及与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资产包，不承担其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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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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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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行业小组，且不得对

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