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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级调整——无。 

 债务违约——丹东港集团召开“13 丹东港 MTN1”、“14 丹东港

MTN001”、“15丹东港MTN001”的 2018年第三次持有人会议。 

【点评】丹东港集团已有多期债券出现实质性违约，公司融

资环境持续恶化，未来债务偿付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企业新闻——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与广西铁路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实施战略性重组。 

【点评】实施战略重组，对于推进广西壮族自治区优化布局

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

重要意义；且本次重组整合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财务

状况和偿债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大公交通类行业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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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数据——8月公路货物周转量同比继续提升，铁路客货指标保

持增长；民航旅客周转量稳定上升；港口货物吞吐量及集装箱吞吐

量保持增长。 

 行业政策——交通运输部出台三年行动计划，推进长江经济带多式

联动发展。 

【点评】《行动计划》明确指出了未来三年内南京、武汉、重庆

等长江干线大型港口的主要任务，并制定了相应的任务时间清

单，为进一步建设通江达海、互联互动的铁水联运系统夯实基

础。 

 新发债——本期新发 47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634.70亿元，以公募

发行为主，债项级别均在 AA+以上。 

 债市波动——9月“18营口港 CP001”价格涨幅超过 15%。 

 债务到期情况——9 月，到期的交通行业债券规模为 647 亿元，以

短期融资券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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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债券市场情况  

（一）新发债券统计 
本期新发 47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634.70 亿元，主要为公募发行，债项级别均在 AA+

以上。本期新发债券规模环比增长 13.61%。 

交通行业存续企业有 270 家，本期新发 47 只债券，发行总额 634.70 亿元，发行债券

类别涉及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和定向工具。本期发债企业主要包括江西

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

司、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等。本期新发债券数量较上月减少 4 只，规模较上月

下降 1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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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70 47 
中期票据、超短期融资券、公司债券、 

定向工具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债市波动 
9 月，债券市场波动较大的交通行业债券为“18 营口港 CP001”，债券价格涨幅超过

15%。 

（三）债务到期情况 
8 月，评级到期的交通行业债券共 32 支，涉及 28 家主体，到期总规模 647 亿元。其

中，到期的短期融资券规模为 261 亿元，到期的中期票据规模为 135 亿元，到期的公司

债券 41.50 亿元，到期的企业债券 20 亿元，到期的定向工具 39.50 亿元，到期的政府支

持机构债 150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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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情况 

（一）行业数据 

图 1  交通行业主要指标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公路方面，8 月，全国公路客运量完成 11.66 亿人，1～8 月累计客运量为 91.78 亿人；

随着全国路网的逐步完善，公路旅客出行距离增加，8 月旅客周转量实现 829.19 亿人公

里，1～8 月累计旅客周转量 6277.36 亿人公里。8 月公路货运量完成 35.49 亿吨，1～8

月累计货运量为 249.32 亿吨；公路货物周转量完成 6197.96 亿吨公里，1～8 月累计货物

周转量为 4.54 万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6.30%，受货运需求恢复及快递行业保持较快发展

等因素影响，公路货物运输需求明显回升。 

铁路方面，8 月，我国铁路货运周转量完成 2,423.15 亿吨公里，同比增长 7.10%；铁

路客运量和旅客周转量分别完成 3.43 亿人和 1573.78 亿人公里，同比分别增长 11.90%和

8.20%，铁路出行人数有所增长。 

民航方面，8 月，我国民航客运量完成 0.57 亿人，同比增长 12.00%，民航旅客周转

量完成 988.89 亿人公里，同比增长 13.70%；货邮运输量完成 60.72 万吨，同比增长 6.40%。 

港口方面，8 月，全国主要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 11.25 亿吨，1～8 月累计货物吞吐量

88.07 亿吨，为去年同期的 102.30%；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2164.35 万标箱，1～8 月累计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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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吞吐量 1.64 亿标箱，为去年同期的 104.90%。 

（二）行业政策要闻 
要闻 1：交通运输部出台三年行动计划推进长江经济带多式联动发展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

通知（交办水【2018】104 号，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0 年，构

建有机衔接、具备竞争力的铁水联运系统，基本形成长江干线、长三角地区至宁波—舟

山港、上海洋山江海直达运输系统，进一步完善干支直达、通江达海、区域成网的水运

基础设施体系，初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完善、互联互通的长江经济带多式

联运服务体系。长江经济带主要港口铁路进港率达到 80%以上，大宗散货铁路、水运集

疏港比例力争达到 90%以上，重点集装箱港口铁水联运量年均增长 15%以上，力争上海

洋山集装箱江海直达比例达到 20%。 

【点评】《行动计划》明确指出了未来三年内南京、武汉、重庆等长江干线

大型港口的主要任务，并制定了相应的任务时间清单，为进一步建设通江达海、

互联互动的铁水联运系统夯实基础。 

要闻 2：我国对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市场实行统一宏观调控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 2018 年第 67 号公告，按照《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国内

水路运输管理规定》等有关要求，交通运输部决定调整完善沿海省际原油船、成品油船、

化学品船、液化气船（以下统称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其中，液化气船含液化石油气

船和液化天然气船）运输市场宏观调控政策。未来 5 年内，交通运输部将根据沿海省际

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相关市场供求状况，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按照总量调

控、择优选择的思路，采取专家综合评审的方式，有序新增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

船舶运输经营主体和船舶运力（资料来源：交通运输部） 

【点评】交通运输部加强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市场宏观调控，

对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市场实行统一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一举措，

进一步激发了市场活力，优化了水运结构，提高供给质量，促进了水路运输安全

绿色、健康有序发展。 

要闻 3：山东印发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将打造提升现代集约港口群 

山东省政府近日印发《山东省综合交通网中长期发展规划(2018-2035 年)》(以下简称

《规划》，鲁政字〔2018〕199 号)，提出到 2035 年，全面形成“四横五纵”综合交通大

通道。在港口方面，将打造提升现代集约港口群。加快港口资源整合步伐，尽快形成以

青岛港为龙头的现代化沿海港口群，全力推进渤海湾港口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持续推

进港口一体化发展，支撑保障海洋强省建设。此次《规划》涵盖铁路、公路、水路、航

空和管道五种交通方式，确定了山东全省综合交通中长期发展目标和各类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任务。（资料来源：中国港口网） 

【点评】此《规划》为加快山东省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建设和统筹各种交通

方式规划建设提供了行动指南，积极推进山东省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接续发展，

实现各种交通方式统筹一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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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发债企业动态 

（一）评级调整 
无。 

（二）债务违约 
1、丹东港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8 日，丹东港集团发布《关于 2013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违约后续进展

情况的公告》、《关于 2014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违约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和《关于 2015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违约后续进展情况的公告》。根据上述公告，丹东港集团于 9 月召开

了“13 丹东港 MTN1”、“14 丹东港 MTN001”、“15 丹东港 MTN001”的 2018 年第三次

持有人会议。丹东港集团目前正继续加强公司自身经营，确保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并与

潜在重组投资方商谈债务重组方案，多措并举，力求尽早达成可行的充足方案。同时，

公司前期违约债券截至付息日、兑付日日终，仍未能筹集足额偿付资金，当前公司主体

等级为 C。 

【点评】丹东港集团已有多期债券出现实质性违约，公司融资环境持续恶化，

未来债务偿付仍存在极大不确定性。 

（三）企业新闻 
北部湾港务、广西交投涉及资产划转或重组事项，河北港口集团、吉林高速发生高

管变动，山东高速集团注册资本增加，深圳航空新增借款。 

内容 涉及企业 

资产划转/重组 北部湾港务、广西交投 

高管变动 河北港口集团、吉林高速、云南祥鹏航空 

注册资本变动 山东高速集团 

新增借款 深圳航空 

 资产划转/重组 

1、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与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

施战略性重组的公告》，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拟将广

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性重组，西江开

投集团将作为子公司并入北部湾港务集团，组建新的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 

2、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29 日，《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与广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战略性重组的公告》称，经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广西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于广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实施战略性重组，广西铁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并

入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组建新的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本次重组整合的

具体实施方案目前正在由重组企业拟定，待报自治区国资委批准后实施。本次重组整合

的工商变更的登记尚未办理。 

【点评】实施战略重组，对于推进广西壮族自治区优化布局结构和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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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转型升级、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且本次重组整合不会对公

司日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和偿债能力造成重大影响。 

 高管变动 

1、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 

《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监事变动的公告》称经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

职工代表大会第二十次联席会议决定，选举王录彪、赵建平、赵君章为新一届监事会职

工监事。 

2、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吉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变更的公告》称根据吉林省人民政府《关

于郝晶祥等任免的通知》吉政干任【2018】60 号通知，指定郝晶祥为吉林省高速公路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免去毕忠德的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3、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祥鹏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住所、经营范围及董监高发生变动的公告》称，公司

经营范围新增加“食品经营；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其余保持不变；聘任孔祥瑜先生担

任公司总裁（总经理），新增委任孔祥瑜先生、赵德锋先生为公司董事；新增委任黄华先

生、崔帆先生为公司监事。 

 注册资本/股权结构变动 

1、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 9 月 11 日，《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及股权结构变动

的公告》称，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

司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作家出资转增国家资本金的批复》（鲁国资资产权字【2017】47

号），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高速集团”）股东同意山东高速集团注册资

本增至 233.38 亿元。同时，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社保

基金理事会关于修订<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章程>的通知》（鲁国资法规字【2018】26

号），山东高速集团股东会同意对《公司章程》做出相应修订，确定山东高速集团注册资

本为 233.38 亿元，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山东省社保基金理事会出资分别占注册资本的 70%、20%和 10%。 

【点评】本次股权结构变动完成后，山东高速集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

未发生变化，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本次变更不会对公

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新增借款 
1、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四十公告》

称，截至 2018 年 8 月末，公司累计新增借款余额 31.54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

资产的比例为 41.26%，新增借款类型主要为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

业债务融资工具及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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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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