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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环比增长 22.60%，以公募发行为主，主体级别以 AA 为主。



利差分析——2019 年 1 月，全体城投债信用利差较上月上升
4.96BP；中长久期城投债信用利差呈下行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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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债——本期新发 367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2,651.87 亿元，发债

债务到期情况——2019 年 1 月，城投行业共 107 支债券到期，到期
债券规模为 791.50 亿元，其中大公评级的城投发债主体到期债券 15
只，均正常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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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数据——2018 年 1～12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值同比有
所增长；受减税降费政策影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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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要闻——地方债提前开闸，首月发债规模超 4,000 亿；发改委
表示将引导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重大在建项目建设和补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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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地方债任务提前下达对各省地方政府发债提供指导，
今年地方政府债加速发行或成常态，为各省市重点项目的资金
需求提供更快的保障；引导专项债券支持重大在建项目建设和
补短板，进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为重点领域的发展提
供有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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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调整——南通高新主体信用级别上调至 AA+；邵东新区建投
主体信用级别上调至 AA；启东建投主体信用级别上调至 AA+。

大公城投行业小组



债务违约——本期城投行业无债券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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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酉



重大诉讼——雅安发投涉重大诉讼，银行存款或其他财产在价值

成 员：

曾凤智

联系电话： 01051087768

9,000 万元限额内被冻结、查封。



高管变动——遂宁发展免去何劲松公司董事长职务、钟一瑾董事职
务；沣东发展公司原总会计师、董事龚玉玲发生变动，新任张涛为
公司总经理、董事。



新增借款——济南高新 2018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7 年末净资
产的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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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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2,651.87 亿元，以公募发行为主，主体级别以
AA 为主，本期新发债券规模环比增长 22.60%。
根据大公行业分类，截至 2018 年末，城投行业发债主体 1,906 家，存量城投债余额
为 57,799.90 亿元。2019 年 1 月，城投行业新发 367 只债券，发行总额 2,651.87 亿元，发
行债券类别涉及超短期融资券、一般短期融资债券、中期票据、公司债、企业债和定向债
务融资债务工具。
涉及的发债主体一共 270 家，其中主体级别为 AA 的发债主体共 129 家，包括嘉兴
市湘家荡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毕节市安方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吉安市井冈山开
发区金庐陵经济发展有限公司等；主体级别为 AA+的发债主体共 104 家，包括洛阳城市
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三峡平湖有限公司及滁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等；主体级别为 AAA 的发债主体共 24 家，包括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城市交通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青岛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等。本期新发债数量环比增长 33.45%，新发债规模较上月增长 22.60%。

表 1 本期城投行业新发债券情况（单位：亿元、只）
发行种类

发行总额

发行数量

定向工具

695.72

99

中期票据

565.90

77

超短期融资债券

491.00

79

私募债

333.15

39

企业债

247.30

36

公司债

164.30

14

一般短期融资券

154.50

23

合计

2,651.87

367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利差分析
2019 年 1 月，城投债整体信用利差较 2018 年 12 月上升 4.96BP。分级别来看，AA
级、AA+级和 AAA 级债券分别较上月上行 2.23BP、7.58BP 和 3.26BP，城投信用利差
均走阔，其中 AA+级城投债上行幅度最大。
按发行期限来看，中长久期城投债信用利差呈下行态势，发行期限为 1 年以内的及
1～3 年的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别较上月上升 5.84BP 和 10.62BP；发行期限为 3～5 年及
5～10 年的城投债信用利差分别较上月下降 6.48BP 和 5.36BP。

（三）债务到期情况
2019 年 1 月，城投行业到期债券合计 107 只，到期金额合计 791.50 亿元。大公评
级城投行业到期债券合计 15 只，到期金额合计 118.05 亿元，包括余额 5.00 亿元的“18
城发投资 SCP001”
、余额 20.00 亿元的“18 海淀国资 SCP002”
、余额 1.25 亿元的“13
资阳城投债”
、余额 3.00 亿元的“12 襄投债/PR 襄投债”
、余额 8.00 亿元的“16 徐州国
资 MTN001”
、余额 10.00 亿元的“18 赣水投 SCP001”、余额 35.00 亿元的“14 京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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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TN001”
、
余额 4.50 亿元的
“14 新海连 MTN001”、
余额 5.00 亿元的“18 津旅游 SCP001”
、
余额 4.00 亿元的“18 双流交建 SCP001”
、余额 3.00 亿元的“18 宜昌城控 SCP001”
、余
额 10.00 亿元的“16 建安投资 MTN001”
、余额 2.50 亿元的“13 渝三峡债/PR 渝三峡”
、
余额 6.00 亿元的“18 桐乡城投 SCP001”和余额 0.80 亿元的“14 抚顺城投小微债 02/14
抚微 02”
。上述到期债券均已正常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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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期行业情况
（一）行业数据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18 年 1～12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累计值为
635,636 亿元，同比增长 5.9%，增速与 2018 年 1～11 月份持平，相比 2017 年同期回落
1.3 个百分点。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第三产业投资分别为 22,413 亿元、237,899
亿元和 375,324 亿元，增速分别为 12.9%、6.3%和 5.7%。第三产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不
含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 3.8%，增速较 2018 年 1～11 月份提高
0.1 个百分点，同比回落 15.2 个百分点。其中，水利管理业投资下降 4.9%，降幅比 1～11
月份扩大 0.5 个百分点；公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增长 2.5%，增速提高 1.1 个百分点；道路
运输业投资增长 8.2%，增速回落 0.3 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投资下降 5.1%，降幅扩大 0.6
个百分点。
2018 年 12 月，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
为 26,369 亿元，同比下降 53.43%。

图 1 固定资产投资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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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2018 年 1～12 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20,264 亿元，同比增长 9.5%；全国商品房
销售面积 171,654 万平方米，
同比增长 1.3%；商品房销售额 149,973 亿元，
同比增长 12.2%。

图 2 财政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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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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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收入方面，2018 年 12 月，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1,019.32 亿元，同比增
长 1.85%，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7,400.26 亿元，同比减少 10.71%，主要系受减税降费政
策影响。

（二）行业要闻
要闻 1：地方债提前开闸，首月发债规模超 4,000 亿
由于今年 1.39 万亿元的地方债额度提前下达地方，2019 年 1 月 24 个省市（自治区、
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下同）累计发行了约 4,180.00 亿元地方债，而往年 1 月这一数字
为零。往年地方政府发行新增债券往往集中在下半年，这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债券额度
需要在 3 月的全国两会中敲定，再逐步分配至县市级政府，就往往要到五六月份了。去
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提前下达 1.39 万亿元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1 月，
这笔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额度分配到 36 个省市。财政部已经公开要求地方债力争今年 9 月
底前全部发完。
（资料来源：第一财经）

【点评】地方债任务提前下达对各省地方政府发债提供指导，今年地方政府
债加速发行或成常态，为各省市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提供更快的保障，发挥政府
债券资金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的重要作用。
要闻 2：发改委引导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重大在建项目建设和补短板
2019 年 1 月 7 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就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接受了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的联合采访。宁吉喆表示，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
潜力仍然巨大，关键是选准领域和项目。我们将把补短板作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重点任务，切实增加有效投资。今年有效投资的重点方向是：易地扶贫搬迁、保障性安居
工程、
“三农”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社
会事业和社会治理、节能环保与生态建设等重点领域。为此，将进一步增加中央预算内
投资规模，进一步加快中央预算内投资下达进度，并提前下达一批投资，进一步吸引和
扩大社会资本投入国家重点项目的领域和规模。前段时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授权国务
院提前下达部分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地方政府的专项债券已经大幅增加，要引导专
项债券支持重大在建项目建设和补短板。（资料来源：证券时报网）

【点评】引导专项债券支持重大在建项目建设和补短板，进而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将为易地扶贫搬迁、保障性安居工程、“三农”建设、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提供有效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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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企业动态
（一）评级调整
本期，共有 3 家城投企业发生级别调整。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
）于 2019 年 1 月 4 日
上调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高新”）主体信用等级至 AA+。上
调级别的理由为：南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以下简称“南通高新区”）经济实力持续增
强，南通高新区管委会在资金注入、股权划转等方面对南通高新支持力度较大，且南通
高新充足的可开发土地为公司发展提供较大空间。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证鹏元”
）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上调
邵东新区开发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邵东新区建投”）主体信用等级至 AA。
上调级别的理由为：邵东新区建投外部环境较好，2018 年祁东县 GDP 规模 430.00 亿元，
同比增速为 11.00%，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为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邵东新区建投主
要从事邵东县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业务持续性较好；邵东新区建投获得的外部
支持力度较大，2018 年邵东县人民政府向邵东新区建投注入土地和营运资产价值合计
23.93 亿元，给予邵东新区建投政府补助 1.00 亿元，免征税费 0.20 亿元。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
）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上调启东
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建投”）主体信用等级至 AA+。截至本月
报出具日，中诚信证评及启东建投均未公开披露上调级别理由。

表 2 本期城投企业级别调整情况
企业简称

最新级别

最新展望

原始级别

原始展望

评级机构

南通高新

AA+

稳定

AA

稳定

中诚信国际

邵东新区建投

AA

稳定

AA-

稳定

中证鹏元

启东建投

AA+

稳定

AA

稳定

中诚信证评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债务违约
本期城投行业无债务违约。

（三）企业新闻
雅安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雅安发投”）涉重大诉讼，银行存款或其他
财产在价值 9,000 万元限额内被冻结、查封；遂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
宁发展”
）免去何劲松公司董事长职务、钟一瑾董事职务；西安沣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沣东发展”
）原总会计师、董事龚玉玲发生变动，新任张涛为公司总经理、董事；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高新”）2018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7 年
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内容

涉及企业

重大诉讼

雅安发投

高管变动

遂宁发展、沣东发展

新增借款

济南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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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诉讼
雅安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19 年 1 月 14 日，雅安发投发布公告称其委托雅安洪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洪涛公司”
）投资建设熊猫绿岛安置房项目，因洪涛公司拒绝向施工单位支付建设工程
款致使项目停工，
雅安发投于 2014 年 12 月向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洪涛公司提起诉讼，
要求赔偿相应损失。2018 年 5 月，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判决，全部支持雅安发投的
诉讼请求。洪涛公司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于 2018 年 11 月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驳
回，维持原判。2018 年 10 月 15 日，洪涛公司诉雅安发投案件在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
庭审理。2018 年 12 月 19 日，雅安发投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
（【2015】川民初字第 19 号之一），称洪涛公司诉雅安发投合同纠纷一案，洪涛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6 日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并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提供完毕
保全资料，根据洪涛公司提供的财产线索，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雅安发投的银行存款
或其他财产在价值 9,000 万元限额内予以冻结、查封。截至 2017 年末，雅安发投经审计
的净资产为 1,668,776 万元，本次因涉诉讼依法冻结的财产占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
例的 0.54%。截至公告出具日，本次诉讼尚未判决，但诉讼涉案金额较大，可能对雅安发
投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资料来源：雅安发投公告）

 高管变动
1、西安沣东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4 日，沣东发展发布公告称，公司原总会计师、董事龚玉玲发生变动，
新任张涛为公司总经理、董事，本次董事变动为正常更换董事，对公司的日常管理、生产
经营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本次工商变更的相关程序已完成。
（资料来源：沣东发展公
告）
2、遂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15 日，遂宁发展发布公告称，根据中共遂宁市委《关于何劲松同志免职
的通知》
（遂委干【2018】72 号）
、市国资委党委《关于何劲松同志免职的通知》
（遂国资
党委【2018】172 号）文件，免去何劲松遂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根据《公
司章程》规定，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暂未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
根据市国资委党委《关于钟一瑾同志免职的通知》
（遂国资党委【2019】3 号）文件，免
去钟一瑾遂宁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职务。（资料来源：遂宁发展公告）

 新增借款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 1 月 4 日，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南高新”）发布《济南
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17 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公告》
称，截至 2017 年末，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406,770.98 万元，借款余额为 1,847,004.92
万元。截至 2018 年末，济南高新借款余额为 2,357,277.02 万元，较 2017 年末累计新增借
款 510,272.10 万元，占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6.27%。公司新增借款主要来
自银行借款、债券及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新增借款的增长主要系项目开工建设和
业务扩张需求所致。
（资料来源：济南高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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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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明出处为大公城投行业小组，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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