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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10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72.10 亿元，共

涉及主体 10 家，其中 7 家主体级别为 AA 及以上；

有 1 家企业信用级别发生变动。 

行业 

 各地关停淘汰的化工企业数目不断增长 

点评：环保督查工作逐步推进，不符合要求的化工企业纷纷

被关停淘汰。 

 原油市场涨势良好 

点评：原油市场涨势良好，另环保政策收缩产能影响持续，

有利于化工原料价格上涨。 

 宜昌市为保长江生态大力整治、转型升级化工企业 

点评：宜昌市大力整治长江沿江地区化工企业，并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对宜昌市化工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未来城市化工企

业有望向好。 

企业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债券违约后续进展

情况公告 

点评：公告称将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完善兑付方案，筹措资

金，力争尽快完成债券偿付，应持续关注公司债券违约的后

续进展。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披露拟建锂电池

项目的进展 

点评：公告称合资公司拟筹划启动 5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

项目，有利于增强公司盈利能力。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布下属子公司装置临时

停产公告 

点评：因冬季天然气供应受限和当地原料煤供应无法满足生

产需要，宜化集团下属子公司合成氨尿素装置临时停产，公

司营业收入将有所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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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0 支债券，共募集资金 72.10 亿元，共涉及主体 10

家，其中 7家主体级别为 AA及以上；有 1家企业信用级别发生变动。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化工行业新发 10支债券，发行总额达 72.10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短期融

资券、可转债以及公司债。 

表 1  本期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支） 

行业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发行种类 

化工 72.10 10 短期融资券、可转债、公司债 

数据来源：Wind 资讯，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10 支债券中，债券期限为 1年及以上债券数量为 7支，发行方式均大部

分为公募；本期涉及到的发债主体共 10 家，7 家主体级别在 AA 及以上，其中 2 家主

体级别为 AAA，2家主体级别为 AA+；评级机构中，大公评级 7次，联合信用评级 1次，

上海新世纪 1次，鹏元资信评级 1次；债券类别来看，公司债 4支，短期融资券 5支，

可转债 1支。 

（三）信用级别变动 

2017 年 12 月 8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将中国化工农化有限公司主体级

别由 AA上调为 AA+，将“17中化农化 CP001”债项信用等级评为 AA+，主要原因为 TDI

价格大幅上升，公司 2017 年上半年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各地关停淘汰的化工企业数目不断增长 

生态治理、环保督查、节能减排、供给侧改革，转型升级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

中将成为绕不开的关键字。身处在化工行业，也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小、散、乱企业被

关停，这也将成为一种新常态。“263”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苏州市已关停淘汰化工企

业 100 多家，完成年度任务约 7成。海门市列入化工企业关停任务数共 23家，现已完

成 11 家，其中 2家为 2018 年的关闭任务。同时，停产了 11家化工生产企业，剩余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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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正在办理证照变更或注销手续。南京化工行业企业总数 236家，涉及 28个行业小类。

其中有机化学原料制造等三个行业总量占八成。据介绍，2017 年南京涉及关停的化工

企业共有 61 家，目前 5 家企业已开始关停或搬迁。列入扬州市关闭计划的 12 家化工

企业全部关停。除此而外，还有 3 家被列入明年关停计划的化工企业提前关停。常州

市下半年至今，已关停化工企业 88家。 

（来源：中国化工商场） 

点评：环保督查工作逐步推进，不符合要求的化工企业纷纷被关停淘汰。 

要闻 2：原油市场涨势良好 

 原油市场涨势良好，成本面利好支撑，加上环保收缩产能影响持续，关注供需

改善、有放量逻辑的相关细分子行业：油价上涨至高位带动化工原料价格开始出现普

遍上涨，有望传导至产业链中下游产品。环保加剧不达标产能收缩，部分新产能即将

放量，持续重点关注供需格局良好，产品价格维持高位或上涨的品种，包括 PC 丁辛

醇等(鲁西化工)、涤纶长丝、农药、橡胶助剂、尿素、维生素等。 

（来源：中国证券报） 

点评：原油市场涨势良好，加上环保政策收缩产能影响持续，有利于化工原料价格上涨。 

要闻 3：宜昌市为保长江生态大力整治、转型升级化工企业 

宜昌市是三峡库坝区生态屏障，更是长江流域生态敏感区。为落实中央“共抓大

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 2017 年全市关闭沿江 1公里范围内化工企业 25 家，完

成人口密集区危化品生产企业搬迁工作，到 2020年全市长江沿线 1公里内化工企业全

部“清零”。2017 年前 11 个月，宜昌市固定资产投资下降 12.6%，地方财政总收入下

降 8%，关、搬、转化工企业的同时，宜昌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计划 3年内投资 500 亿元促进宜昌化工产业转型升级。 

（来源：中国新闻网） 

点评：宜昌市大力整治长江沿江地区化工企业，并与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对

宜昌市化工产业进行转型升级，未来城市化工企业有望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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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企业动态 

债券违约方面，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债券违约后

续进展情况公告；项目投资方面，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公告披露拟建锂电池项目的进展；关注事项方面，湖北宜化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发布下属子公司合成氨尿素装置临时停产公告。 

（一）债券违约 

博源控股（负面）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控股”）于 2012 年 11 月 19日发

行了 11亿元的 2012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债券简称“12 博源 MTN1”），于 2016 年 3

月 7日发行了 11亿元的 2016年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债券简称“16博源 SCP001”），

均未能按期足额偿付。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1日发布关于债券违约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称将在前期工

作基础上，完善兑付方案，筹措资金，力争尽快完成债券偿付；完成相关后续信息披

露义务等工作。 

（二）项目投资 

1.青海盐湖（正面）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盐湖”）拟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比亚迪”）和深圳市卓域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域成投资”）合作成

立青海盐湖比亚迪资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已于 2017

年 1月 3日完成工商登记，注册资本金 5亿元已于 2017 年 3月 15 日以现金方式出资

到位，其中青海盐湖、比亚迪及卓域成投资分别出资 2.5 亿元、2.5亿元和 0.1 亿元，

持股比例分别为 49%、49.5%和 1.5%。2017 年 12 月 26 日，青海盐湖发布《关于规划

碳酸锂项目的进展公告》，公告称合资公司拟筹划启动 5 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

目前已取得青海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备案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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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注事项 

1. 宜化集团（负面）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化集团”）其下属子公司湖北宜化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化股份”）于 2017年 12 月 13 日发布《关于子公司合成

氨尿素装置临时停产的公告》，称其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联合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联合化工”）和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宜化”）因冬季

天然气供应受限，联合化工年产 52 万吨合成氨 104 万吨尿素装置于 2017 年 12 月 12

日停产；因当地原料煤供应无法满足生产需要，贵州宜化年产 20 万吨合成氨 30 万吨

尿素装置于近日停产。根据公告，如果联合化工 2017 年 12月 31 日仍未能恢复生产，

预计减少宜化股份 2017 年营业收入 8,500 万元；如果贵州宜化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仍

未能恢复生产，预计减少宜化股份 2017 年营业收入 3,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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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类行业小组，且不得

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