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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有负债风险。 

 

： 

主要财务数据： 

注：公司 2020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主体评级历史： 

注：上述历史评级项目的评级报告通过报告链接可查阅；2019 年 8 月 1 日之前的评级方法和

评级模型均无版本编号 
 

 

 

合并口径 

项  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3 月 

现金类资产(亿元) 75.45  58.01  64.82  109.87  

资产总额(亿元) 591.51  661.72  717.87  771.10  

所有者权益(亿元) 203.11 207.75 211.46 212.53 

短期债务(亿元) 65.06 108.98 134.15 197.30 

长期债务(亿元) 232.44  198.03  201.51  188.37  

全部债务(亿元) 297.50  307.01  335.66  385.67  

营业收入(亿元) 105.54  111.60  116.53  30.95  

利润总额(亿元) 6.30  8.72  12.61  3.63  

EBITDA(亿元) 17.98  22.01  24.92  --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16.48  15.39  39.20  -0.72  

营业利润率(%) 11.97 17.81 22.97 23.05 

净资产收益率(%) 1.78  2.28  3.44  -- 

资产负债率(%) 65.66  68.60  70.54  72.44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59.43  59.64  61.35  64.47  

流动比率(%) 303.90  209.02  182.90  168.53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11.33  6.28  13.20  -- 

现金短期债务比(倍) 1.16  0.53  0.48  0.56  

EBITDA 利息倍数(倍) 1.52  1.59  1.86  -- 

全部债务/EBITDA(倍) 16.55  13.95  13.47  -- 

公司本部（母公司） 

项  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3 月 

资产总额（亿元） 311.92  333.80  354.65  398.09  

所有者权益（亿元） 115.79 115.72 115.01 114.24 

全部债务(亿元) 164.94  173.99  218.24  248.63  

营业收入(亿元) 1.44  1.40  1.78  0.33  

利润总额(亿元) -0.65  0.86  -0.79  -0.77  

资产负债率(%) 62.88  65.33  67.57  71.30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58.75  60.06  65.49  68.52  

流动比率(%) 340.62  260.57  214.60  159.36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4.09  1.77  -3.28  -- 

信用等级 
评级

展望 
评级时间 项目小组 评级方法/模型 评级报告 

AAA 稳定 2020/08/03 
姜泰钰 张雪

婷 邱成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企业信用评级方法V3.0.201907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企业主体信用评级模型（打分

表）V3.0.201907 

阅读全文 

AA
+
 稳定 2013/07/03 王元中 城投债评级方法及风险点简介（2010 年） 阅读全文 

AA 稳定 2011/08/23 刘新宇 李想 城投债评级方法及风险点简介（2010 年） 阅读全文 

AA
- 稳定 2007/08/08 

石雨欣 袁志

胜 
债券资信评级方法（2003 年） 阅读全文 

分析师：姜泰钰  邱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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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hratings.com/file/15ba7b96-ffcf-4f93-98a1-ca6f747bccd0.pdf
http://www.lhratings.com/file/f6d08a2b-bdd2-48e1-85b9-4f2f8edbea2c.pdf
http://www.lhratings.com/file/f6d08a2b-bdd2-48e1-85b9-4f2f8edbea2c.pdf
http://www.lhratings.com/reports/B0199-P51807-2020.pdf
http://www.lhratings.com/file/75a4b4f4-e030-4014-a7cb-e98a94434560.ppt
http://www.lhratings.com/reports/B0199-GSZQ0429-GZ2013.pdf
http://www.lhratings.com/file/75a4b4f4-e030-4014-a7cb-e98a94434560.ppt
http://www.lhratings.com/reports/B0199-GSZQ0072-GZ2011.pdf
http://www.lhratings.com/reports/B0199-GSZQ0072-2007.pdf
http://www.lhratin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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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引用的资料主要由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

提供，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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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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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信用评级结果仅适用于本期债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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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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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报告 
 

 
一、主体概况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常高新集团”或“集团”）是由常州市人民

政府（常政复〔1992〕33号文）批准组建的全

民所有制集团公司，设立时名称为“常州经济

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总公司”，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1993年6月21日，公司根据常州

市人民政府批复（常政复〔1993〕29号文），变

更名称为“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集

团）总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1.00亿元。2005

年12月14日，经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以下

简称“新北区政府”）批复（常新政办文〔2005〕

第000626号）同意对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变更

后累计注册资本为10.05亿元。2013年11月26日，

经新北区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以下简称“新北

区国资委”）会批复（常新国资委〔2013〕9号）

同意，公司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整体改制为国有

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名称变更为现名，公司的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新北区政府。截至2020年3

月底，公司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均为10.05亿元，

新北区政府为公司唯一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国有资产投资、经营，

资产管理（除金融业），投资咨询（除证券、期

货投资咨询）及投资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服务；

工业生产资料、建筑材料、装饰材料的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3月底，公司本部内设建运事业

部、产业投资事业部、行政中心、财务中心和

合规中心共5个部门；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108家（其中一级子公司16家），直接和间接持

有A股上市公司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黑牡丹公司”，股票代码600510）

59.13%的股份。 

截至2019年底，公司资产总额717.87亿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211.46亿元（其中少数股东权

益49.39亿元）；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6.53亿元，利润总额12.61亿元。 

截至2020年3月底，公司资产总额771.10亿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212.53亿元（其中少数股

东权益51.32亿元）；2020年1－3月，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30.95亿元，利润总额3.63亿元。 

公司注册地址：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高新

科技园6号楼。法定代表人：盛新。 

 

二、本期短期融资券概况 

 

公司于2019年注册了总额度为 20.00亿元

的短期融资券，本次拟发行的 2020 年度第二

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资券”）

发行金额 4.00 亿元，期限 1 年，到期一次还本

付息。本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计划用于偿还

公司有息债务。 

 

三、主体长期信用状况 

 

公司作为常州市和常州高新区（新北区）

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区域竞争优势突出。

公司自成立以来，按照常州市发展规划要求，

组织实施了新北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综合开

发以及多项常州市重点建设工程。近年来，公

司业务多元化发展，已初步形成城市建设运营、

新金融和环保产业三大业务板块。同时，作为

常州市重点国有平台，公司也将承担市级重点

项目的建设任务。 

公司作为常州市和常州高新区（新北区）

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业务范围既涉及新

北区内公益类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又涉及参与

区政府授权范围内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运营，其

经营模式分为市政建设和多元化经营业务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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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9 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

105.37 亿元、111.28 亿元和 116.53 亿元。其中

工程代建、纺织服装、商品房销售和商品销售

收入合计占比超过 80%，但近三年工程代建业

务占比持续下降。毛利率方面，由于近三年商

品房销售业务收入占比和毛利率大幅上升，公

司主营业务毛利率持续上升，分别为 12.97%、

25.06%和 29.30%。 

近三年，公司资产规模稳步增长，受限资

产规模较大，资产流动性偏弱。伴随业务规模

的扩张，公司债务规模持续增长，以长期债务

为主，整体债务负担重，未来公司将持续面临

较大的集中兑付压力。公司营业收入稳步增长，

期间费用对利润侵蚀较大，利润总额对投资收

益和政府补贴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公司收入实

现质量好，经营活动现金流持续净流入。公司

有息债务规模大，短期偿债能力较弱，长期偿

债能力尚可。考虑到公司外部融资渠道畅通，

并获得有力的外部支持，公司整体偿债能力极

强。 

经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资信”）评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四、主体短期信用分析 

 

1． 资产流动性分析 

近年来，公司流动资产持续增长，应收类

款项及存货占比较大，资产流动性较弱。 

2017－2019 年，公司流动资产持续增长，

年均复合增长 10.89%。截至 2019 年底，公司

流动资产 543.31 亿元，较上年底增长 6.10%，

主要系其他应收款和存货增长所致。 

 

表1  公司主要流动资产构成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3 月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货币资金 71.09  12.02  56.32  8.51  63.95  8.91  109.37  14.18  

应收账款 58.74  9.93  60.23  9.10  62.88  8.76  64.96  8.42  

其他应收款 110.41  18.67  158.60  23.97  173.67  24.19  174.44  22.62  

存货 169.32  28.63  196.03  29.62  208.80  29.09  206.35  26.76  

流动资产 441.85  74.70  512.06  77.38  543.31  75.68  592.93  76.89  

资产总额 591.51  100.00  661.72  100.00  717.87  100.00  771.10  100.00  

资料来源：根据公司审计报告和2020年一季度财务报告整理 

 

截至2019年底，公司货币资金63.95亿元，

较上年底增长 13.54%，绝大部分为银行存款；

其中受限资金合计 7.49 亿元，主要为各类保证

金和专户资金。 

2017－2019 年，公司应收票据快速下降，

年均复合下降 55.36%，截至 2019 年底为 0.87

亿元，以商业承兑票据为主。 

2017－2019 年，公司应收账款持续增长，

年均复合增长 3.47%。截至 2019 年底，公司应

收账款 62.88 亿元，较上年底增长 4.41%，其

中应收政府及下属部门款项 44.56 亿元，主要

为应收工程代建款；前五名欠款方占应收账款

余额的 66.19%，集中度较高；账龄分布较为分

散，1 年以内的应收账款占比 37.17%。截至

2019 年底，公司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1.37 亿元。 

2017－2019 年，公司其他应收款快速增长，

年均复合增长 25.42%。截至 2019 年底，公司

其他应收款 173.67亿元，较上年底增长 9.50%，

主要系暂付款增长所致；其中对新北区财政局

的代垫款和往来款占 54.53%，对新北区国土储

备中心的土地收储款及保证金占比 28.02%，其

他应收款集中度较高；公司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0.88 亿元。 

2017－2019 年，公司存货波动增长，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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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底为208.80亿元，较上年底增长6.51%，

其中开发成本（包括商品房和工程代建成本）

增长 12.17%至 187.11 亿元，开发产品受房地

产项目持续去化的影响下降 48.66%至 9.58 亿

元，公司累计计提跌价准备 0.99 亿元。 

2017－2019 年，公司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波动增长，主要为应收融资租赁款，截至

2019年底为10.60亿元，较上年底下降2.09%，

公司共计提减值准备 0.23 亿元。 

2017－2019 年，公司其他流动资产波动增

长，截至 2019 年底为 17.91 亿元，较上年底下

降 11.46%，其中北部新城项目和万顷良田项目

收到回款后结转成本 5.95 亿元，其余部分主要

为子公司贷款、预缴和待抵扣税金及银行理财

产品。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公司流动资产 592.93

亿元，较上年底增长 9.13%，主要系货币资金

增加所致。公司货币资金 109.37 亿元，较上年

底增长 71.02%，系公司一季度加大了筹资力度

所致；其他流动资产 20.33 亿元，较上年底增

长 13.52%，主要系预缴税金、待抵扣税金和委

托贷款增长所致。 

 

2． 现金流分析 

近三年，公司收入实现质量好，经营活动

现金流持续净流入；投资活动现金流主要来自

类金融业务，持续大额净流出，筹资活动现金

流净额随着偿债高峰的到来由正转负。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主要是经营业务收

支、政府补助以及与政府部门的往来款等。

2017－2019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波动增

长，分别为141.15亿元、177.57亿元和174.69

亿元，其中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

别为116.42亿元、143.02亿元和154.54亿元，由

于预收房款规模较大，公司现金收入比持续高

于100%，分别为110.31%、128.16%和132.62%，

收入实现质量好。2017－2019年，公司经营活

动现金流出波动增长，主要为购买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的现金；由于公司收到的业务回款和

往来款高于其同期现金支出，经营活动现金流

持续净流入，净额分别为16.48亿元、15.39亿

元和39.20亿元。 

公司投资活动主要涉及类金融业务以及

对理财产品的购买和赎回。2017－2019 年，公

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分别为 44.28 亿元、

56.99 亿元和 33.18 亿元，其中收回投资收到的

现金分别为 37.81 亿元、51.25 亿元和 31.14 亿

元，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到期续回、融资租赁

本金收回或投资退出等收到的现金。同期，公

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持续下降，分别为 62.83

亿元、62.71 亿元和 58.28 亿元，其中投资支付

的现金分别为 53.90 亿元、56.54 亿元和 43.26

亿元，主要包括购买理财产品、融资租赁业务

投放本金以及少量股权投资等。公司购建固定

资产、无形资产等支付的现金主要是自建项目

工程建设支出。2017－2019 年，公司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分别为-18.55

亿元、-5.72 亿元和-25.10 亿元。 

2017－2019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量

波动下降，分别为203.45亿元、152.13亿元和

187.59亿元，主要为取得借款和发行债券收到

的现金，收到和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系与非关联单位的资金往来、委托贷款等

（与经营活动无关，向非关联单位往来的无息

款项）。同期，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以偿还

债务本息支付的现金为主，随着偿债高峰期的

到来，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快速增长，年均复

合增长31.32%，2019年为147.12亿元。2017－

2019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1.98亿元、-25.19亿元和-4.80亿元。 

2020年1－3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以经营

业务收支为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0.72亿

元；公司投资活动主要是理财产品的购买和赎

回，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9.98亿元；筹资活

动以取得银行借款和偿还债务本息为主，外部

融资继续保持较大力度，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

额53.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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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短期债务规模大，短期偿债能力较弱。

考虑到公司外部融资渠道畅通，且获得有力的

外部支持，公司整体偿债能力极强。 

考虑其他流动负债中的短期应付债券，

2017－2019年，公司调整后短期债务快速增长，

年均复合增长34.28%，截至2019年底为146.15

亿元。从短期偿债能力指标看，2017－2019年，

公司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持续下降，2019年

底分别为182.90%和112.61%，2020年3月底上

述指标分别进一步下降至168.53%和109.88%，

速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能力一般。2017－

2019年，公司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波动上升，

2019年为13.20%，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对流动

负债的保障能力弱。截至2019年底和2020年3

月底，公司非受限现金类资产分别为同期调整

后短期债务的0.39倍和0.47倍。整体看，公司

短期偿债能力较弱。 

截至2020年3月底，公司获得银行授信额

度共计238.28亿元，未使用授信额度99.82亿元，

公司间接融资渠道畅通。同时，公司控股子公

司黑牡丹公司为A股上市公司，具备直接融资

能力。整体看，公司外部融资渠道畅通。 

截至2020年3月底，公司合并口径下对外

担保余额181.99亿元（不包含类金融板块中的

经营性担保业务），全部为集团本部对常州市

平台公司的担保；担保比率85.63%，较上年同

期进一步上升。被担保企业包括龙城旅游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常州龙城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和常州新港

等，目前被担保企业经营情况正常。整体看，

公司担保比率高，存在一定的或有负债风险。 

整体看，考虑到公司外部融资渠道畅通，

并获得有力的外部支持，公司整体偿债能力极

强。 

 

五、本期短期融资券偿还能力分析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公司现有债务

规模和债务结构的影响小。公司非受限现金类

资产对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的保障程度

高，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对本期短期融资券发

行金额覆盖程度很高。 

1． 本期短期融资券对现有债务的影响 

公司本期短期融资券计划发行金额4.00亿

元，分别相当于公司2020年3月底调整后短期

债务及调整后全部债务的1.89%和0.97%，本期

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公司现有债务规模和债

务结构的影响小。 

截至2020年3月底，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调

整后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分别为72.44%和

65.95%，以公司2020年3月底财务数据为基础，

不考虑其他因素，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后，公

司资产负债率、调整后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将

分别上升至72.58%和66.17%，公司债务负担将

小幅上升。考虑到公司本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资

金将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实际债务指标将低于

预测值。 

 

2． 本期短期融资券偿还能力分析 

2017－2019 年，公司非受限现金类资产分

别相当于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的 17.14 倍、

12.11 倍和 14.33 倍；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公

司非受限现金类资产 99.82 亿元，相当于本期

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的 27.47 倍，公司现金类

资产对本期短期融资券的保障程度高。2017－

2019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对本期短期

融资券发行金额的覆盖倍数分别为 35.29 倍、

44.39 倍和 43.67 倍，保障程度很高；经营活动

现金流量净额对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的

覆盖倍数分别为 4.12 倍、3.85 倍和 9.80 倍，

保障程度较高。整体看，公司非受限现金类资

产对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的保障程度高，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对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

金额的保障程度很高，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不

能偿还的风险极低。 

 

六、结论 

 

公司作为常州市和常州高新区（新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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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主体，在经营环境和股东

支持等方面优势突出。近年来，公司资产规模

持续增长，资产中应收类款项及存货占比大，

对资金形成一定资金占用，资产流动性较弱；

债务规模持续增长，短期债务占比持续上升，

整体债务负担重；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营

业利润率持续上升，利润总额对投资收益和政

府补贴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 

为支持常州市重大战略建设，根据常州市

人民政府部署，公司将承担高铁新城、长江大

保护沿江绿色发展先行试验区和常州综合港

务区等市级重大项目的建设任务，同时常州市

政府将依托相关资源，为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伴随上述事项的落实，公司未来收入有望进一

步增长，发展前景良好。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公司现有债务

规模和债务结构的影响小。公司非受限现金类

资产对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金额的保障程度

高，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对本期短期融资券发

行金额的保障程度很高。 

总体看，公司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不能偿

付的风险极低，安全性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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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公司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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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公司组织架构图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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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公司主要子公司情况 

子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持股比例（%） 
取得方式 

直接 间接 

常高新金隆控股有限公司 120200.00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 100.00 --  投资设立 

常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

公司 
25000.00 国有资产的投资与管理；咨询服务 100.00 -- 投资设立 

常州新铁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基础设施及房地产项目的投资,物

业管理房屋租赁等 
100.00 -- 投资设立 

常州市滨江房屋拆迁有限公

司 
300.00 房屋拆迁、房屋中介等 100.00 -- 股权划转 

常高新(香港)投资有限公司 9900(万美元) 投资控股 100.00 -- 投资设立 

常州生物医药孵化器有限公

司 
3125.58 

研发生产场地和设施、标准试验室

租赁；仪器设备租用；专业技术检

测服务 

100.00 -- 股权收购 

常州市新北区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 
60000.00 

地基及基础工程、市政工程、管道

安装工程、道路工程、绿化工程的

施工 

100.00 -- 投资设立 

常州常高新实业投资有限公

司 
20000.00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 100.00 -- 投资设立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4709.50 牛仔面料生产 49.92 9.21 股权收购 

新苏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0 

环保项目和其他市政基础设施项

目的投资、设计、建设、运营管理

及相关的咨询服务 

100.00 -- 投资设立 

常州众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7700.00 

研发生产场地和设施、标准实验室

的租赁；仪器设备租用；专业技术

检测服务 

100.00 -- 分立新设 

常州锐景环保有限公司 50000.00 
沿江范围的环境治理；土地综合整

治；拆迁安置；基础设施建设 
100.00 -- 投资设立 

常州综合港务区投资建设有

限公司 
30000.00 

综合港务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

理；实业投资。 
100.00 -- 投资设立 

常州清大两岸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10000.00 

医疗健康领域、能源环境领域、环

保新材料领域内的研究和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项目投资；创业投资；医疗器

械生产；企业管理服务；环保材料

的销售；非学历职业技能培训(不

含国家统一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

训)；文化活动交流与咨询服务。 

100.00 -- 股权划转 

常州市科技企业培育中心有

限公司 
2582.00 

各类技术中介、开发、转让、咨询

和服务；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文化交流活动的策划与咨询

服务；物业管理服务。 

100.00 -- 股权划转 

常州科技孵化中心有限公司 30000.00 

为入驻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孵化扶

持；商业经营管理；投资管理及咨

询；房屋出租；资产经营管理服务

（除金融、保险类）；实业投资；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 

100.00 -- 股权转让 

资料来源：根据公司审计报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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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截至 2020 年 3 月底公司对外担保明细（单位：万元） 

被担保单位 担保金额 

常州龙城生态建设有限公司 386305.00 

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60218.66 

常州新港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178900.00 

常州齐梁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52750.00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5000.00 

常州市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15650.00 

常州市新嘉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5000.00 

常州新航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94430.00 

常州市交通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74900.00 

常州生命健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54500.00 

常州新航贸易有限公司 40000.00 

常州文化科技创意发展有限公司 20000.00 

常州上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7750.00 

常州新墅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6573.45 

常州恐龙园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 

常州新航动力装备开发有限公司 10625.00 

常州滨江经济开发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常州国际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常州新奔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0 

常州新龙电子商务产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7312.50 

常州康吾商贸有限公司 5000.00 

常州市薛家工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5000.00 

常州常高新纺织工业园发展有限公司 3940.00 

常州新北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商贸有限公司 3000.00 

常州市新郭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050.00 

合计 1819904.61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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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合并口径） 

项  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3 月 

财务数据 

现金类资产(亿元) 75.45  58.01  64.82  109.87  

资产总额(亿元) 591.51  661.72  717.87  771.10  

所有者权益(亿元) 203.11  207.75  211.46  212.53  

短期债务(亿元) 65.06  108.98  134.15  197.30  

调整后短期债务(亿元) 81.06  130.98  146.15  211.30  

长期债务(亿元) 232.44  198.03  201.51  188.37  

调整后长期债务(亿元) 237.44  205.03  203.57  200.37  

全部债务(亿元) 297.50  307.01  335.66  385.67  

调整后全部债务(亿元) 318.50  336.01  349.72  411.67  

营业收入(亿元) 105.54  111.60  116.53  30.95  

利润总额(亿元) 6.30  8.72  12.61  3.63  

EBITDA(亿元) 17.98  22.01  24.92  --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16.48  15.39  39.20  -0.72  

财务指标 

销售债权周转次数(次) 1.85  1.79  1.85  -- 

存货周转次数(次) 0.55  0.46  0.41  -- 

总资产周转次数(次) 0.19  0.18  0.17  -- 

现金收入比(%) 110.31  128.16  132.62  100.57  

营业利润率(%) 11.97  17.81  22.97  23.05  

总资本收益率(%) 2.39  2.84  3.00  -- 

净资产收益率(%) 1.78  2.28  3.44  -- 

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 53.37  48.80  48.80  46.99  

调整后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 53.90  49.67  49.05  48.53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59.43  59.64  61.35  64.47  

调整后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61.06  61.79  62.32  65.95  

资产负债率(%) 65.66  68.60  70.54  72.44  

流动比率(%) 303.90  209.02  182.90  168.53  

速动比率(%) 187.44  129.00  112.61  109.88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11.33  6.28  13.20  -- 

现金短期债务比(倍) 1.16  0.53  0.48  0.56  

全部债务/EBITDA(倍) 16.55  13.95  13.47  -- 

调整后全部债务/EBITDA(倍) 17.72  15.27  14.03  -- 

EBITDA 利息倍数(倍) 1.52 1.59 1.86 -- 

注：1. 2020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 调整后短期债务=短期债务+其他流动负债中有息部分；调整后长期债务=长期债务+其他非流

动负债中有息部分；调整后全部债务=调整后短期债务+调整后长期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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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公司本部/母公司） 

 

项  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3 月 

财务数据 

现金类资产(亿元) 28.67  8.42  10.06  43.96  

资产总额(亿元) 311.92  333.80  354.65  398.09  

所有者权益(亿元) 115.79  115.72  115.01  114.24  

短期债务(亿元) 24.62  37.62  77.81  133.98  

长期债务(亿元) 140.32  136.37  140.43  114.65  

全部债务(亿元) 164.94  173.99  218.24  248.63  

营业收入(亿元) 1.44  1.40  1.78  0.33  

利润总额(亿元) -0.65  0.86  -0.79  -0.77  

EBITDA(亿元) / / / /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2.28  1.35  -3.25  0.03  

财务指标  

销售债权周转次数(次) 3.50  2.21  1.73  -- 

存货周转次数(次) 0.07  0.12  -- -- 

总资产周转次数(次) 0.00  0.00  0.01  -- 

现金收入比(%) 101.79  74.23  83.71  37.06  

营业利润率(%) 60.73  62.66  69.17  67.42  

总资本收益率(%) -0.23  0.29  -0.24  -- 

净资产收益率(%) -0.55  0.74  -0.69  -- 

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 54.79  54.10  54.98  50.09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58.75  60.06  65.49  68.52  

资产负债率(%) 62.88  65.33  67.57  71.30  

流动比率(%) 340.62  260.57  214.60  159.36  

速动比率(%) 325.93  260.57  214.60  159.36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4.09  1.77  -3.28  -- 

现金短期债务比(倍) 1.16  0.22  0.13  0.33  

全部债务/EBITDA(倍) / / / / 

EBITDA 利息倍数（倍） / / / / 

注：母公司 2020 年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未获取到母公司相关数据，无法计算 EBITDA 及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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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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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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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金短期债务比 现金类资产/短期债务 

注：  现金类资产=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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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化利息支出+费用化利息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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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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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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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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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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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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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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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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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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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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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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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现常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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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常高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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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高新集团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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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