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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市 

 本期新发 12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94.30 亿元，共

涉及主体 10 家，其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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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 日起，环境保护税正式开征 

点评：排污费到环保税的转换，意味着环保约束层级更高，

这将进一步倒逼化工企业采取减排措施。 

 需求增温，原油价格回暖 

点评：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需求增长是当今原油价格上涨的

重要因素，预计 2018年国际原油价格继续回升。 

 山东独立炼厂开工负荷达到历史最高值 

点评：山东地炼的原料供应得到保障，2017 年常减压平均

开工负荷攀升至 62.28%，达到历史最高，其与三大国有石

油公司差距进一步缩小，随着炼厂原料供应的继续增加及落

后产能淘汰，预计炼厂装置开工负荷有望进一步提升。 

企业 

 嘉化能源拟以 26.90 亿元现金收购美福石化 100%股权 

点评：通过本次收购，嘉化能源有望实现 1+1>2的双赢格局，

进一步丰富公司主营业务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 

 古纤道新材料累计抵（质）押资产金额占 2016 年末净

资产的比重为 119.20% 

点评：古纤道新材料负债规模较高，且 2017年以来发生逾

期、欠息等情况，债务集中偿付压力较大。目前公司又曝出

抵押资产规模较高，应密切关注古纤道后续经营和信用状况。 

 宜化集团原董事长蒋远华涉嫌严重违纪被查，集团控股

公司湖北宜化预计 2017年全年净利润亏损 44亿元～48

亿元。 

点评：公司管理和经营不善是宜化集团严重亏损的主要原因，

目前湖北宜化已收到深交所关注函，应密切关注其亏损原因

和资产减值计提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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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行业发债情况 

本期新发 12 只债券，共募集资金 94.30 亿元，共涉及主体 10

家，其中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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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只债券，发行总额达 94.30 亿元，发行债券类别涉及短期

融资券、可转债、公司债和中期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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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 94.30 12 短期融资券、可转债、公司债、中期票据 

数据来源：Wind，大公整理 

（二）新发债券信息 

本期新发 12 只债券中，债券期限为 1 年及以上债券数量为 6 只，主要发行方式

为公募；本期涉及到的发债主体共 10 家，8 家主体级别在 AA 及以上，其中 1 家主体

级别为 AAA，4家主体级别为 AA+；主体评级机构中，大公评级 1次，中诚信国际评级

3 次，联合资信评级 2 次，上海新世纪 1 次，鹏元资信评级 1 次、中诚信证评 1 次，

联合信用评级 1次；从债券类别来看，短期融资券 7只，中期票据 3只，可转债 1只，

公司债 1只。 

（三）信用级别变动 

1 月 29 日，大公将古纤道新材料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由 AA 下调至 AA-，评级展望

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将“16古纤道 MTN001”、“16古纤道 MTN002”、“16 古纤道 MTN003”

的信用等级由 AA调整为 AA-；“17 古纤道 CP001”维持原信用等级 A-1。主要原因是古

纤道新材料负债规模较高，且 2017 年以来发生逾期、欠息等情况，多笔贷款被列入关

注类，到期债务多次无法续转，债务集中偿付压力较大。 

二、本期行业要闻 

要闻 1：1 月 1 日起，环境保护税正式开征 

2018年 1月 1日起，我国环境保护税正式开征，而我国施行了近 40年的排污收

费制度将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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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审议通过一年后，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 

专家表示，此次公布的实施条例，正是全面细化和保障环保税法实施的综合性配

套法规，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环保税税制要素，规范减免税适用条件，建立分工协作的

征管机制，减少法律适用中的争议，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实施效果。 

（来源：人民网） 

点评：排污费到环保税的转换，意味着环保约束层级更高，这将进一步倒逼化工企业

采取减排措施。 

要闻 2：需求增温，原油价格回暖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结束联合部长级监督委员会会议后

在网站上发布声明称，近期数据显示，受全球经济强劲的推动，2018年石油需求将维

持正增长。  

根据 EIA(原油库存数据)月度能源展望最新报告，预计 2018 年美国石油日需求

增长 40 万桶，高于之前预估的增长 33 万桶。不仅如此,EIA 还把 2018 年全球石油日

需求增长预估上调 8万桶，至 169万桶。 

（来源：投资咨询网） 

点评：全球经济复苏背景下需求增长是当今原油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加之 OPEC 成

员国考虑延长减产协议，预计 2018 年国际原油价格继续回升。  

要闻 3：山东独立炼厂开工负荷达到历史最高值 

2017 年，山东独立炼厂一次常减压装置平均开工负荷提升至 62.28%，环比上涨

3.07%，为历史最高水平，全年产能达到 16,555万吨，全国占比 20.34%。 

山东地炼产能利用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进口原油使用权的下放，自 2015 年 2 月

国家发改委公布《关于进口原油使用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至 2017 年 12月 31日，共

有 29 家炼厂斩获进口原油使用权，总配额 9,525 万吨/年，另有 7 家炼厂进口原油使

用权处于公示期，公示配额 1,304 万吨/年，累计进口原油使用配额共 10,829 万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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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山东地炼虽然开工负荷仍低于三大国有石油公司 76%的平均水平，但差距在逐

年缩小。未来随着炼厂原料供应的继续增加以及落后产能的淘汰，山东炼厂装置开工

负荷有望进一步提升。 

（来源：卓创咨询） 

点评：山东地炼的原料供应得到保障，2017 年常减压平均开工负荷攀升至 62.28%，

达到历史最高，其与三大国有石油公司差距进一步缩小，随着炼厂原料供应的继续增

加及落后产能淘汰，预计炼厂装置开工负荷有望进一步提升。 

三、本期企业动态 

本月化工行业无债券违约事项；项目投资方面，嘉化能源拟以

26.90 亿元现金收购美福石化 100%股权；关注事项方面，古纤道新

材料公司累计抵（质）押资产金额 40.37 亿元，占 2016年末经审计

净资产 119.20%；宜化集团原董事长蒋远华涉嫌严重违纪被查，集团

控股公司湖北宜化预计 2017年全年净利润亏损 44亿元～48 亿元。 

（一）债券违约 

本月化工行业无债券违约事项。 

（二）项目投资 

嘉化能源（正面） 

1月 24日晚间，停牌三个月的嘉化能源（600273.SH）发布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预

案。上市公司拟以 26.90 亿元现金收购诚信资本、浩明投资、江浩投资等持有的美福

石化 100%股权，通过此次收购，嘉化能源有望实现 1+1>2的双赢格局，进一步丰富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布局，提高核心竞争力。 

嘉化能源此次收购标的美福石化多年来主要从事丙烯、混合二甲苯、苯、热传导

液、液化石油气等基础有机化学产品相关的生产、销售与技术研发。近两年，美福石

化进一步扩大盈利空间，业绩实现了快速增长。预案显示，2016 年和 2017 年，美福

石化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27.74 亿元和 28.05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78 亿元和 2.38 亿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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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注事项 

1. 古纤道新材料（负面） 

浙江古纤道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截至公告日公司累计抵（质）押资产金

额 40.37亿元，占 2016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 119.20%。 

2. 湖北宜化（负面） 

湖北省纪委监察厅网站消息，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蒋

远华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审查。这也是湖北 2018 年以来第二个被调查的大

型国有企业原负责人。宜化集团目前持有湖北宜化(000422.SZ)17.06%股份，为后者第

一大股东。蒋远华在任的最后几年，湖北宜化开始出现严重亏损。 

根据公司公告，湖北宜化 2017年净利润预计亏损 44亿元～48亿元，公司上年同

期亏损 12.49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重要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因安全生产事故

被责令停产整顿，造成重大经营性亏损和资产减值损失共计 22 亿元～26亿元；公司及

子公司因技术改造、环保、原材料供应等原因限产、停产，造成经营性亏损和资产减值

损失；原材料价格上涨，造成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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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