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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结果：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AA
+ 

评级展望：稳定 

 

本期短期融资券信用等级：A-1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5 亿元 

本期短期融资券期限：365 天 

偿还方式：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发行目的：偿还债务 
 

评级时间：2019 年 1 月 28 日 
 

财务数据 

项    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18 年 9 月 

现金类资产（亿元） 67.64  70.97  125.99  115.88  

资产总额(亿元) 866.69  917.92  1058.78  1001.90  

所有者权益(亿元) 304.76  322.63  373.20  385.68  

短期债务（亿元） 214.24  190.84  268.86  344.04  

长期债务（亿元） 174.87  212.18  174.32  112.73  

全部债务(亿元) 389.11  403.02  443.18  456.77  

营业收入 (亿元) 291.35  306.84  450.08  309.15  

利润总额 (亿元) 12.59  12.82  24.58  13.65  

EBITDA(亿元) 25.54  32.68  52.62  --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8.26  10.24  42.40 50.66 

营业利润率(%) 6.00  11.06  13.29  10.89  

净资产收益率(%) 2.67  2.85  5.48  -- 

资产负债率(%) 64.84  64.85  64.75  61.51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56.08  55.54  54.29  54.22  

流动比率(%) 110.21  111.80  95.05  81.52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2.43  3.09  9.40  -- 

全部债务/EBITDA(倍) 15.24  12.33  8.42  -- 

EBITDA 利息倍数(倍) 1.11  1.54  2.01  -- 

注：公司 2018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长期应付款已计入长

期债务。 

分析师 

李博文  卢谋华 

邮箱：lianhe@lhratings.com 

电话：010-85679696 

传真：010-8567922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 

中国人保财险大厦 17 层（100022） 

网址：www.lhratings.com 

 

评级观点 

经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

合资信”）评定，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拟发行的 2019 年度第一期短期

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的信用

等级为 A-1。基于对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状况、

本期短期融资券偿还能力的综合分析，联合资

信认为，公司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不能偿还的

风险很低，安全性很高。 

 

优势 

1． 公司在传统能源化工领域具备规模和成本

优势；公司化工循环经济产业链一体化程

度较好，资源利用效率高，成本控制能力

较强。 

2． 公司近年来逐步向生态修复及清洁能源转

型，公司多元化发展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 

3．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和现金类资产对本期

短期融资券保障能力强。 

 

关注 

1． 近年来，公司短期债务占比快速上升，公

司短期偿债压力较大。 

2． 公司资产部分受限，货币资金及投资性房

地产的资产受限比例较高。 

3． 公司应收账款占比较高，主要为生态治理

板块应收款，且其他应收款占用资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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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引用的资料主要由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

公司”）提供，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对这些

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 

二、除因本次评级事项联合资信与该公司构成委托关系外，联合资信、

评级人员与该公司不存在任何影响评级行为独立、客观、公正的关联关系。 

三、联合资信与评级人员履行了实地调查和诚信义务，有充分理由保

证所出具的评级报告遵循了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 

四、本报告的评级结论是联合资信依据合理的内部信用评级标准和程

序做出的独立判断，未因该公司和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的不当影响改变评

级意见。 

五、本报告用于相关决策参考，并非是某种决策的结论、建议。 

六、本次信用评级结果的有效期为本期债项的存续期；根据跟踪评级

的结论，在有效期内信用等级有可能发生变化。 



                                     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报告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3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报告 
 

 

一、主体概况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为成立于

1995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伊克昭盟亿利化工建

材（集团）公司，注册资本为 986 万元，由杭

锦旗富亿化工厂、杭锦旗富达硫化碱厂、杭锦

旗富水盐化厂和杭锦旗富凯化工厂等出资设

立。2000 年 5 月，杭锦旗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亿

利化工建材集团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有关要

求，启动产权制度改革；同年 11 月，经鄂尔多

斯市人民政府批准，杭锦旗人民政府出具“杭

政发[2000]171 号”《关于对亿利资源公司产权

制度改革有关事宜的批复》，同意公司由全民

所有制企业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2001 年 6 月，

公司名称变更为亿利资源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增至 1 亿元，由杭锦旗鑫河国资投资经营公司

和王文彪等 43 个自然人共同出资组建。其中，

杭锦旗鑫河国资投资经营公司以净资产 2500

万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 25%；王文彪等 43

人以净资产及货币出资共计 750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75%。 

2004 年 10 月 15 日，杭锦旗鑫河国资投资

经营公司与王文彪、亿利资源集团工会联合会

分别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所持公司的股

份转让给王文彪与亿利资源集团工会联合会。

2005 年 6 月 28 日，公司名称变更为鄂尔多斯

市亿利资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至此，公司改

制全部完成，变更后的股权结构为：亿利资源

集团工会联合会出资 2425 万元，占比 24.25%；

王文彪出资 1950 万元，占比 19.50%；王文治

出资 1300 万元，占比 13.00%；王永祥等 37 人

共计出资 4325 万元，占比 43.25%。2006 年 11

月 16 日，公司名称变更为现名。 

后经多次股权及注册资本变更，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公司注册资本为 122000.00 万元，

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33.61%、王文彪持

股 24.61%、内蒙古亿利广丰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9.92%，其余 9 位自然人股东持股比例合计

21.86%。王文彪持有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52.95%股权，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王文彪。 

公司主营业务主要为能源化工、清洁能源、

生态修复、建筑施工及房地产业务。 

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1058.78 亿元，所有者权益 373.20 亿元（含少

数股东权益 119.92 亿元）；2017 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450.08 亿元，利润总额 24.58 亿元。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公司（合并）资产总

额 1001.90 亿元，所有者权益 385.68 亿元（含

少数股东权益 122.49 亿元）；2018 年 1~9 月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309.15 亿元，利润总额 13.65

亿元。 

公司注册地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

鄂尔多斯西街 30 号；法定代表人：王文彪。 

 

二、本期短期融资券概况 
 

公司已于 2017 年 9 月注册 10 亿元短期融

资券额度，本次公司拟发行 2019 年度第一期短

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拟

发行额度为 5 亿元。本期短期融资券期限 365

天，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 

本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偿还

到期债务。 

本期短期融资券无担保。 

 

三、主体长期信用状况 
 

公司是以能源化工、清洁能源、生态修复、

建筑施工及房地产为主要板块的大型综合类民

营企业。公司在经营规模，能源化工板块成本

控制水平，生态治理经验、技术水平和项目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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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高效清洁能源业务区域垄断优势等方面具

备综合竞争力。 

截至2018年9月底，公司氯碱化工业务具备

50万吨PVC（联产40万吨烧碱，配套64万吨电

石）的生产能力，公司氯碱化工业务原料自给

率高，成本控制能力较强；公司煤炭资源储备

方面拥有4座参控股煤矿，合计拥有17.58亿吨

煤炭可采储量，产能1470万吨/年，其中纳入合

并范围的在产矿井产能120万吨/年；生态治理

方面，公司拥有近100项生态修复专利技术，拥

有1000多种耐寒、耐旱、耐盐碱的稀有植物种

子，先后完成多项国家重点生态修复治理项目，

生态修复经验丰富，技术实力较强，同时，目

前中标合同总金额304.11亿元，项目储备充足；

另外，公司高效清洁能源项目已在多省落地运

营，现已运营或试运营13个，产气能力1520T/H；

开工在建项目4个，产气能力450T/H；待开工项

目4个，产气能力525T/H，公司高效清洁能源项

目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具备区域垄断优势，收

益稳定、抗风险能力较强。 

公司深耕氯碱行业多年，拥有优质煤炭资

源储备，在传统能源化工领域具备规模和成本

优势；同时，近年来，公司持续推动战略发展

转型，生态治理和清洁能源业务规模快速扩张，

对公司收入和毛利润贡献愈发突出，多元化发

展有助于降低公司经营风险。不过，公司短期

债务增长较快且占比较高，短期偿债压力较大；

公司货币资金、投资性房地产等资产受限比例

较高，资产流动性一般。 

综合考虑，经联合资信评定，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四、主体短期信用分析 
 

1. 资产流动性分析 

2015~2017 年，公司资产总额不断增长，

年均复合增长 10.53%。截至 2017 年底，公司

资产总额为 1058.78 亿元，较 2016 年底增长

15.35%；其中流动资产占 40.48%，非流动资产

占 59.52%，公司资产构成以非流动资产为主。 

2015~2017 年，公司流动资产波动中有所

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7.00%。截至 2017 年底，

公司流动资产 428.56 亿元，同比增长 15.75%，

主要由货币资金（占 26.21%）、应收账款（占

21.76%）、其他应收款（占 26.96%）和存货（占

14.10%）构成。 

图 1  截至 2017 年底公司流动资产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财务报告 

 

2015~2017 年，公司货币资金波动增长，

年均复合增长 48.26%。截至 2017 年底，公司

货币资金为 112.32 亿元，同比增长 142.69%，

主要来自银行存款的增长。期末公司货币资金

中现金 1.05 亿元、银行存款 86.65 亿元，其他

货币资金 24.62 亿元，主要为各类保证金和准

备金。 

2015~2017 年，公司应收票据波动中有所

下降，年均复合下降 11.98%。截至 2017 年底，

公司应付票据 9.29 亿元，同比下降 45.23%，主

要系银行承兑汇票下降所致。期末公司银行承

兑汇票 5.58 亿元、商业承兑汇票 3.71 亿元。 

2015~2017 年，公司应收账款波动幅度较

大，年均复合增长 1.52%。截至 2017 年底，公

司应收账款 93.27 亿元，同比增长 45.84%，主

要系公司生态修复项目逐步落地，应收工程进

度款增加所致，公司对应收账款共计提坏账准

备 3.06 亿元；公司按账龄分析计提坏账准备的

应收账款账面余额为 40.27 亿元，其中 1 年以

内的占 63.23%、1~2 年的占 24.72%、2~3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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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5.07%、3 年以上的占 6.97%；公司按无风险

未计提的应收账款为 53 亿元，主要为因上游客

户是政府、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所形成的工程结

算款和因政策原因形成的应收账款。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合计 24.32 亿元，

占应收账款比例为 26.08%，应收账款集中度一

般。 

 

表 1  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应收账款金

额 

占应收账款总额

比例 

怀来县亿奥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 
73720.15 7.90% 

乌兰察布市土地储备中心集

宁分中心 
62352.28 6.69% 

鄂尔多斯市高新技术产业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 
46165.82 4.95% 

内蒙古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0800.00 3.30% 

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30190.17 3.24% 

合计 243228.42 26.08%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2015~2017 年，公司预付款项有所下降，

年均复合下降 4.78%。截至 2017 年底，公司预

付款项为 23.31 亿元，同比下降 4.48%，其中，

1 年以内的占 54.42%、1~2 年的占 29.03%、2~3

年的占 9.62%、3 年以上的占 6.93%。 

2015~2017 年，公司其他应收款快速增长，

年均复合增长 25.40%。截至 2017 年底，公司

其他应收款 115.53 亿元，同比增长 29.19%，主

要系股权转让款、保证金等增加所致；公司对

其他应收款共计提坏账准备 2.51 亿元；按账龄

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

73.62 亿元，其中 1 年以内的占 83.85%、1~2

年的占 10.45%、2~3 年的占 4.42%、3 年以上

的占 1.28%；公司按无风险未计提的其他应收

账款为 41.91 亿元，主要为政府平台公司回购

土地往来款、代垫款、政府借款等政府背景类

应收款。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其他应收账款前

五名合计 26.56 亿元，占其他应收账款比例为

22.99%，集中度一般。 

 

表 2  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其他应收账款前五名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其他应收款

金额 

占其他应收款总

额比例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国融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98587.21 8.53% 

内蒙古融达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67809.89 5.87%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城乡统筹

试验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42859.29 3.71% 

内蒙古嘉恒农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30000.00 2.60% 

鄂尔多斯市林祥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26303.60 2.28% 

合计 265559.99 22.99%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2015~2017 年，公司存货波动下降，年均

复合下降 25.58%。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存货

60.44 亿元，同比下降 46.10%，主要来自库存

商品的下降，其中原材料 3.32 亿元、库存商品

36.41 亿元、建造合同形成的资产 18.32 亿元，

其余为包装物、低值易耗品、消耗性生物资产

等；公司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104.06 万元。 

截至 2018年 9月底，公司资产总额 1001.90

亿元，其中流动资产占 36.12%，较 2016 年底

下降 4.36 个百分点。构成方面，流动资产主要

包括货币资金（占 29.42%）、应收账款（占

19.91%）、其他应收款（占 15.72%）和存货（占

20.33%）。 

总体看，近年来公司资产构成以非流动资

产为主，资产受限占比较高，资产流动性一般。 

 

2. 现金流分析 

从经营活动来看，近三年公司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量波动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22.41%，

2017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为 482.04 亿

元，同比增长 52.86%，其中公司销售商品、提

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433.90 亿元，同比增长

50.20%；近三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出量波

动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18.43%，2017 年公司经

营活动现金流出量为 439.64 亿元，同比增长

44.09%，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72.83 亿元，同比增长 49.53%；近三年公司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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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0%，三年来均表现为净流入，2017 年公

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2.40 亿元，

同比增长 313.86%。2015~2017 年，公司现金收

入比分别为 96.68%、94.15%和 96.41%，公司

收入实现质量尚可，经营活动现金流状况较好。 

从投资活动看，近三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

流入量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92.00%，2017

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量 15.91 亿元，同比

增长 121.21%，其中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

的现金 8.82 亿元，同比增长 282.55%；近三年

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量快速增长，年均复合

增长 36.46%，2017 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44.70 亿元，同比增长 64.60%，其中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等支付的现金 19.48 亿元，投

资支付的现金 17.19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93.69%和 865.52%；同期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

量净额分别为-19.88 亿元、-20.29 亿元和-29.51

亿元，公司筹资活动前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1.62 亿元、-10.04 亿元和 12.89 亿元。 

从筹资活动来看，近三年公司筹资活动现

金流入量分别为 258.93 亿元、338.48 亿元和

310.06 亿元，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量主要为

公司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近三年公司筹资活

动现金流出量分别为 259.40 亿元、315.54 亿元

和 269.23 亿元，主要为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公司三年来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

为-0.47 亿元、22.94 亿元和 40.83 亿元。 

2018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投资活动

和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0.66 亿

元、-24.03 亿元和-49.68 亿元，公司经营活动获

现能力较好。 

总体看，公司经营活动获取现金的能力较

强，投资活动现金支出较多，表现为较大规模

的净流出，公司通过对外融资及偿还债务，筹

资活动现金流保持着较大规模。 

 

3.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看，2015~2017 年公

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加权均值分别为

103.11%和 79.82%。截至 2017 年底，公司流动

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95.05%和 81.65%，同比

分别下降 16.75个百分点和增长 3.71个百分点。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上述指标分别为 81.52%

和 64.95%。另外，2015~2017 年公司经营现金

流动负债比率有所增长，三年来经营现金流动

负债比率分别为 2.43%、3.09%和 9.40%。总体

看，公司短期偿债指标较弱，短期支付压力较

大。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公司无对外担保。 

公司与多家商业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系，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公司银行授信总额

289.62 亿元，实际使用额度 151.83 亿元，未使

用额度 137.79 亿元。公司下属子公司亿利洁能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上 市

（600277.SH），具备直接融资渠道。 

 

五、本期短期融资券偿债能力 
 

本期短期融资券计划发行 5 亿元，以 2018

年 9 月底财务数据为基础，本期短期融资券共

占公司短期债务的 1.45%，全部债务的 1.09%，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公司现有债务结构影

响较小。 

截至 2018 年 9 月底，公司资产负债率和全

部债务资本化比率分别为 61.51%和 54.22%。以

该期财务数据为基础，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后，

公司资产负债率和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将分别

上升至 61.70%和 54.49%，考虑到本期短期融资

券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公司实际债务

指标或将低于模拟值。 

2015~2017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入量分别为 321.70 亿元、315.35 亿元和

482.04 亿元，分别是本期短期融资券拟发行额

度的 64.34 倍、63.07 倍和 96.41 倍，公司经营

活动现金流入量对本期短期融资券保障能力

强。 

2015~2017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分别为 8.26 亿元、10.24 亿元和 42.40 亿元，分

别为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 1.65 倍、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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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和 8.48 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对本期

短期融资劵覆盖程度高。 

2015~2017 年及 2018 年 9 月底，公司现金

类资产分别为 67.64 亿元、70.97 亿元、125.99

及 115.88 亿元，分别是本期短期融资券的 13.53

倍、14.19 倍、25.20 倍及 23.18 倍。公司现金

类资产对本期短期融资劵的保护能力强。 

总体看，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公司现

有债务结构影响较小，公司现金类资产和经营

活动现金流对本期短期融资券保障能力强。 

 

六、结论 

 

公司是以能源化工、清洁能源、生态修复、

建筑施工及房地产为主要板块的大型综合类民

营企业，在业务规模、行业地位等方面具备综

合优势。 

近年来，公司能源化工业务保持着稳定的

收入及利润规模，并逐步向生态修复及清洁能

源转型，公司有望实现多板块协同发展；生态

修复市场空间较为广阔，有望成为公司未来主

要的收入及利润增长点。公司短期债务占比增

长较快，短期偿债压力较大；公司资产受限比

例较高，资产流动性一般。公司经营活动获取

现金的能力较强，不过投资活动现金支出较多，

面临一定外部融资压力。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公司现有债务结

构有影响较小。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及现金类

资产对本期短期融资券的保障能力强。 

总体看，公司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不能偿

付的风险很低，安全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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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公司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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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公司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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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9 月 

财务数据 

现金类资产(亿元) 67.64  70.97  125.99  115.88  

资产总额(亿元) 866.69  917.92  1058.78  1001.90  

所有者权益(亿元) 304.76  322.63  373.20  385.68  

短期债务(亿元) 214.24  190.84  268.86  344.04  

长期债务(亿元) 174.87  212.18  174.32  112.73  

全部债务(亿元) 389.11  403.02  443.18  456.77  

营业收入(亿元) 291.35  306.84  450.08  309.15  

利润总额(亿元) 12.59  12.82  24.58  13.65  

EBITDA(亿元) 25.54  32.68  52.62  --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8.26  10.24  42.40 50.66 

财务指标 

销售债权周转次数(次) 2.92  3.35  4.91  -- 

存货周转次数(次) 2.27  2.45  4.49  -- 

总资产周转次数(次) 0.35  0.34  0.46  -- 

现金收入比(%) 96.68  94.15  96.41  119.64 

营业利润率(%) 6.00  11.06  13.29  10.89 

总资本收益率(%) 2.25  3.07  4.93  -- 

净资产收益率(%) 2.67  2.85  5.48  -- 

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 36.46 39.67 31.84 22.62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56.08 55.54 54.29 54.22 

资产负债率(%) 64.84 64.85 64.75 61.51 

流动比率(%) 110.21 111.80 95.05 81.52 

速动比率(%) 78.08 77.94 81.65 64.95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2.43  3.09  9.40  -- 

EBITDA 利息倍数(倍) 1.11  1.54  2.01  -- 

全部债务/EBITDA(倍) 15.24  12.33  8.42  -- 

注：公司 2018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长期应付款已计入长期债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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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指 标 名 称 计 算 公 式 

增长指标  

资产总额年复合增长率 

（1）2 年数据：增长率=（本期-上期）/上期×100% 

（2）n 年数据：增长率=[(本期/前 n 年)^（1/(n-1)）-1]×100% 

净资产年复合增长率 

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 

利润总额年复合增长率 

经营效率指标  

销售债权周转次数 营业收入/（平均应收账款净额+平均应收票据） 

存货周转次数 营业成本/平均存货净额 

总资产周转次数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现金收入比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营业收入×100% 

盈利指标  

总资本收益率 （净利润+费用化利息支出）/（所有者权益+长期债务+短期债务）×100% 

净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所有者权益×100% 

营业利润率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营业收入×100% 

债务结构指标  

资产负债率 负债总额/资产总计×100%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全部债务/（长期债务+短期债务+所有者权益）×100% 

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 长期债务/（长期债务+所有者权益）×100% 

担保比率 担保余额/所有者权益×100% 

长期偿债能力指标  

EBITDA 利息倍数 EBITDA/利息支出 

全部债务/ EBITDA 全部债务/ EBITDA 

短期偿债能力指标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100% 

速动比率 （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100%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流动负债合计×100% 

注：  现金类资产=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短期投资+应收票据 

短期债务=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应付票据 

长期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全部债务=短期债务+长期债务 

      EBITDA=利润总额+费用化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摊销 

利息支出=费用化利息支出 

企业执行新会计准则后，所有者权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少数股东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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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1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设置及其含义 

 

联合资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划分为三等九级，符号表示为：AAA、AA、A、BBB、BB、B、

CCC、CC、C。除AAA级，CCC级（含）以下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

表示略高或略低于本等级。详见下表： 

信用等级设置 含    义 

AAA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AA 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很低 

A 偿还债务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 偿还债务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 偿还债务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违约风险较高 

B 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大地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很高 

CCC 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度依赖于良好的经济环境，违约风险极高 

CC 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C 不能偿还债务 

 

附件 4-2  评级展望设置及其含义 

 

联合资信评级展望是对信用等级未来一年左右变化方向和可能性的评价。联合资信评级展望

设置及含义如下： 

评级展望设置 含    义 

正面 存在较多有利因素，未来信用等级提升的可能性较大 

稳定 信用状况稳定，未来保持信用等级的可能性较大 

负面 存在较多不利因素，未来信用等级调低的可能性较大 

发展中 特殊事项的影响因素尚不能明确评估，未来信用等级可能提升、降低或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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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  短期债券信用等级设置及其含义 

 

联合资信短期债券信用等级划分为四等六级，符号表示分别为：A-1、A-2、A-3、B、C、D，

每一个信用等级均不进行微调。详见下表： 

信用等级设置 含    义 

A-1 为最高级短期债券，其还本付息能力最强，安全性最高    

A-2 还本付息能力较强，安全性较高 

A-3 还本付息能力一般，安全性易受不良环境变化的影响 

B 还本付息能力较低，有一定的违约风险 

C 还本付息能力很低，违约风险较高 

D 不能按期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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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的跟踪评级安排 

 

根据相关监管法规和联合资信有关业务规范，联合资信将在本期短期融资券信用

等级有效期内持续进行跟踪评级，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应按联合资信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及时提供相关资

料。联合资信将在本期短期融资券正式发行后 6 个月内发布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或本期短期融资券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本期短

期融资券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应及时通知联合

资信并提供有关资料。 

联合资信将密切关注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外部经营环境及本

期短期融资券相关信息，如发现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存在或

出现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事项时，联合资信将就该事项进行必要调查，及

时对该事项进行分析，据实确认或调整信用评级结果。 

如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资料，导致联合资信无法对本期

短期融资券信用等级变化情况做出判断，联合资信可以终止评级。 

联合资信将指派专人及时与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联系，并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出

具跟踪评级报告和结果。联合资信将按相关规定报送及披露跟踪评级报告和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