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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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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募集资金用途：归还借款本息及补充流动资金
评级时间：2017 年 10 月 20 日
财务数据
项目

2014 年

现金类资产(亿元)

2015 年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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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发行的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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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状况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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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月

到期不能偿还的风险很低。

16.32

18.31

10.38

8.67

资产总额(亿元)

324.48

349.38

350.75

351.95

所有者权益(亿元)

142.48

149.58

167.97

166.29

短期债务(亿元)

27.95

54.93

18.99

12.55

长期债务(亿元)

139.10

130.85

149.55

157.71

全部债务(亿元)

167.05

185.79

168.54

170.26

2． 公司作为区域内高速公路建设与经营的

营业收入(亿元)

17.28

15.42

16.07

8.58

主体，具有较强的区域垄断优势，近年持

利润总额(亿元)

1.20

0.87

2.40

-1.56

EBITDA(亿元)

12.29

11.03

10.83

--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4.11

-3.74

19.55

7.18

营业利润率(%)

7.93

21.30

24.57

30.92

净资产收益率(%)

0.55

0.80

1.37

--

资产负债率(%)

56.09

57.19

52.11

52.75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53.97

55.40

50.09

50.59

500.89

318.33

671.04

787.65

流动比率(%)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10.10

-5.58

62.26

--

全部债务/EBITDA(倍)

13.59

16.84

15.56

--

EBITDA 利息倍数(倍)

1.51

1.30

1.55

--

注：1、2017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其他流动负债中短
期融资券计入短期债务；长期应付款中融资租赁款计入长期
债务。

实力稳定增长，区位优势明显，为公司经
营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续获取嘉兴市政府在财政补贴、资产划转
等方面的支持，外部支持力度强。
3． 2016 年，公司获得政府债务置换支持，债
务结构改善，债务规模有所减少。
4． 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对本期短期融
资券保障能力强。
关注
1． 公司其他应收款规模持续加大，对资金形
成较大占用，资产流动性偏弱。
2． 公司财务费用对利润影响大，利润总额对
政府补助依赖性强。

分析师
文 中

优势
1． 公司所在区域腹地经济发达，经济和财政

张建飞

邮箱：lianhe@lhratings.com

3． 公司担保比率较高，被担保方无反担保措
施，存在一定或有负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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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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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报告引用的资料主要由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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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2

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报告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报告
一、主体概况

亿元，利润总额 2.40 亿元。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资产总额 351.95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亿元，所有者权益 166.29 亿元（少数股东权益

称“嘉兴高投”或“公司”），系经嘉兴市人民

37.28 亿元）；2017 年 1~6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

政府“嘉政发[1998]57 号文”批准，于 1998

入 8.58 亿元，利润总额-1.56 亿元。

年 5 月注册成立的国有企业，初始注册资本为
1.05 亿元。继多次增资后，2012 年公司新增注

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大道
902号1幢三号楼310室；法定代表人：沈兰冠。

册资本 8000 万元，系根据 2011 年 12 月“嘉
国资资产[2011]205 号文件”，嘉兴市交通投资

二、本期短期融资券及募投项目概况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交投集团”）
以土地使用权 5000 万元及货币 3000 万元对公

公司已于 2016 年 2 月 2 日注册总额度为

司增资。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注册资本

12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本期计划发行 2017 年

为 11.13 亿元；交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对

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本期短期融

公司持股比例为 86.72%，其余股东分别为嘉兴

资券”），发行金额 5 亿元，期限为 365 天。

市南湖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66%）、嘉兴市秀洲区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 4.33%）、平湖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计划将本期短期融资券所募集资金全
部用于归还借款本息及补充流动资金。
本期短期融资券无担保。

公司（持股 1.22%）、海盐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持股 0.86%）、桐乡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三、主体长期信用状况

公司（持股 0.63%）、嘉善县国有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 0.58%）。公司控股股东交投集团为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国有独资公司，嘉兴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称“公司”）作为嘉兴市高速公路建设与经营

（以下简称“嘉兴市国资委”）是其唯一股东，

的主体，具有较强的区域垄断优势；近年来持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嘉兴市国资委。

续得到嘉兴市政府在财政资金补贴、股权划转

公司主要从事高等级公路建设、投资、管
理及公路沿线配套设施和房地产开发；受交投
集团委托收储开发交投集团已取得的土地。

等方面的支持。
近年嘉兴市经济总体保持较快的增长态
势，综合实力逐年增强。根据《嘉兴市 2016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下设投资融资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

部、深化改革办公室、财务管理中心、工程管

2016 年，嘉兴市经济综合实力稳定增长，全市

理部、安全营运管理部、党群人事部、办公室

生产总值（GDP）3760.12 亿元，同比增长 7.0%。

等 10 个职能部门；公司合并口径直接及间接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2016 年嘉兴市全年完成固

拥有 17 家控股子公司。

定资产投资 2790.16 亿元，同比增长 11.0%。

截至 2016 年底，公司资产总额 350.75 亿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620.27 亿元，同比增长

元，所有者权益 167.97 亿元（少数股东权益

17.7%；交通基础设施完成投资 80.8 亿元，完

36.55 亿元）；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6.07

成计划投资的 155.4%，为上年的 115.1%，增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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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10 亿余元，主要集中在高速公路，国省道、

货币资金（4.92%）、其他应收款（占 52.26%）

县道等主干线公路，以及水运建设等交通基础

和存货（占 42.01%）构成。

设施。其中，高速公路完成 17 亿元，国省道、

2014~2016 年，公司货币资金规模波动下

县道及其他交通建设项目完成 35.7 亿元，交通

降，年均复合下降 20.26%，主要系应嘉兴市国

站场完成 1.9 亿元，水运建设完成 26.2 亿元。

资委要求，减少货币资金闲置，盘活存量资金。

根据《嘉兴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2014-2020）》
，

截至 2016 年底，公司货币资金 10.38 亿元，其

嘉兴市未来在公路规划方面将构建“三纵三横

中银行存款占比 97.69%，现金占比 0.09%，其

三连”的高速公路主骨架，未来公路建设规划

他货币资金占比 2.22%，为理财产品。受限货

为公司发展提供充足项目储备。

币资金合计 173.88 万元，系账户保证金。

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公路建设与运营、交通

2014~2016 年，公司其他应收款有所增长，

运输、商品销售等，主营业务收入主要包括通

年均复合增长 6.98%，主要为往来款。
截至 2016

行费收入、运输收入和商品销售收入。近年来

年底，公司其他应收款为 110.14 亿元，计提坏

受益于控股路产通行费收入及投资收益增长，

账比例 0.14%。从集中度看，公司其他应收款

公司盈利能力有所增长；但期间费用控制能力

前五名余额 104.85 亿元，占比 95.07%,账龄多

弱，营业利润仍呈亏损状态，以政府补助为主

在 3 年以内，账龄较长，集中度高。考虑到公

的营业外收入仍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公司

司其他应收款主要为公司与股东方及其他关

整体盈利能力偏弱。目前公司所属路产经营良

联方的往来款，回收风险不大，但规模较大且

好，未来随着在建路产开发的持续投入，公司

账龄较长，对公司资金形成明显占用。

存在一定融资压力。公司目前资产质量一般，
受益于政府债务置换，2016 年以来公司债务规
模有所下降，结构改善，整体债务负担减轻，
公司债务负担处于较合理范围。
未来随着区域经济不断发展、公司在建高
速公路陆续通车及周边路网的持续完善，公司
收入及利润规模有望进一步增长。经联合资信
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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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

公司 2016 年底主要其他应收账款情况
（单位：亿元、%）

债务人名称
金额
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
85.27
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杭浦高速公路有
9.94
限公司
嘉兴市嘉通客运场站
4.26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嘉兴市交通建设开发
3.38
有限责任公司
2.00
嘉兴市国资委
合计
104.85
资料来源：公司审计报告

占比

关系

77.32

母公司

9.01

同一母公司控制

3.86

同一母公司控制

3.07

同一母公司控制

1.81
95.07

实际控制人
--

2014~2016 年，公司存货规模相对稳定，

1．资产流动性分析

年均复合下降 0.77%。截至 2016 年底，公司存

近年公司资产总额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

货 88.53 亿元。从构成看，公司存货主要为储

长 3.97%，主要系其他应收款及在建工程增长

备土地 88.16 亿元，占比 99.58%；其中出让地

所致。截至 2016 年底，公司资产规模合计

22.84 亿元，划拨地 65.32 亿元。出让地中使用

350.75 亿元，从资产结构看，公司资产以流动

权已抵押部分合计 15.09 亿元，占比 66.07%。

资 产 为 主 ， 2016 年 底 占 比 为 60.08% 。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资产总额为

2014~2016 年，公司流动资产波动增长，年均

351.95 亿元，较 2016 年底增长 0.34%，其中流

复合增长 1.65%，主要系其他应收款增长所致，

动资产占比 58.51%，非流动资产占比 41.49%，

2016 年底为 210.75 亿元，从结构看，主要由

与 2016 年底相比变动不大。截至 2017 年 6 月
底，公司流动资产 205.92 亿元，其中货币资金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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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 亿元，较 2016 年底下降 16.48%；同期，

2016 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 4.94 亿元，

其他应收账款余额 106.35 亿元，较 2016 年底

其中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76 亿元，主要为收

下降 3.44%；存货 88.54 亿元，较 2016 年底基

回理财产品的资金及投资收益。投资活动现金

本保持稳定。

流出方面，2014~2016 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

总体看，近年来公司资产规模有所增长，

流出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64.06%，主要系

流动资产以货币资金、存货和其他应收款为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支付的现金快速增长

主，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明显，资产流动性偏

所致。2016 年，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出 12.93

弱。

亿元，主要为杭州湾大桥北接线（二期）工程
投资。投资支付的现金 4.34 亿元，同比下降
2． 现金流

7.86%，主要为购买银行理财产品。2014~2016

经营活动方面，2014~2016 年，公司经营

年，受公司在建道路不断建设影响，公司投资

活动现金流入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表现为净流出状态，

22.08%，主要系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且缺口规模快速增长，2016 年为-7.99 亿元。

金快速增长。2016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为

筹资活动方面，2014~2016 年公司筹资活

47.81 亿元，同比增长 18.46%。其中，销售商

动现金流入量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品、提供劳务所收到的现金 17.66 亿元，同比

61.69%，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快速增长

增长 4.44%，主要受收入规模增长影响；收到

所致。2016 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 100.48

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0.15 亿元，同比

亿元，同比增长 1.30%，其中，吸收投资收到

增长 28.57%，主要为收到的财政补贴款和收到

的现金 6.91 亿元，同比增长 85.53%，主要系

母公司及关联公司的往来款项。经营活动现金

收到国开行杭州湾大桥北接线二期投资资金。

流出方面，2014~2016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77.50 亿元，同比下降

流出波动幅度较大，2016 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

0.62%。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6.07

流出 28.26 亿元，同比下降 35.93%，主要系支

亿元，同比下降 20.52%，主要为债务置换收到

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构成

资金。2014~2016 年，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上，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出的现金 10.08 亿

快速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65.45%，主要系偿还

元，同比增长 1.72%；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

债务支付的现金快速增长所致。2016 年，公司

关的现金 16.06 亿元，同比下降 50.11%，主要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 119.69 亿元，同比增长

是往来款。2014~2016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

48.50%，其中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96.02 亿元，

的现金净额波动增长，2016 年受往来款流出同

同比增长 61.49%。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比下降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由负转

支付的现金为 10.37 亿元，同比增长 6.36%。

正，为 19.55 亿元。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3.29 亿元

获现能力方面，2014~2016 年，公司现金

（含支付往来款现金 10.24 亿元），同比增长

收入比基本保持稳定，近三年现金收入比平均

16.78%。2014~2016 年，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

值为 109.61%，2016 年为 109.86%，较 2015

现金流量净额波动下降，2016 年，受偿还债务

年基本持平，处于较好水平，现金收入实现质

支付现金增长影响，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量较好。

流量净额由正转负，呈净流出状态，为-19.21

投资活动方面，2014~2016 年，公司投资
活动现金流入波动增长，年均复合增长 8.81%，
主要系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不断增长所致。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亿元。
2017 年 1~6 月，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为 7.18 亿元。流入方面，公司销售商品、提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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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收到的现金 9.19 亿元，收到其他与经营活

主要为其他应收款及存货，资产流动性偏弱，

动有关的现金 6.23 亿元，主要为往来款；流出

公司仍存在一定短期偿付压力。

方面，主要为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对外担保合计

4.91 亿元，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1.69 亿元，担保比率 37.10%，被担保单位包

2.37 亿元，主要为往来款；公司投资活动现金

括嘉兴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8.04 亿元）、

净流量-7.28 亿元。其中投资活动现金流入主要

嘉兴市南湖新市镇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为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2.19 亿元，为理财产品

（23.50 亿元）、嘉兴市现代服务业发展投资集

到期收回，流出主要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

团有限公司（18.00 亿元）、嘉兴市乍浦建设投

产等支付的现金 6.96 亿元，主要为杭州湾北接

资有限公司（8.00 亿元）和浙江嘉绍跨江大桥

线二期工程款，投资支付的现金 2.54 亿元，为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4.15 亿元），被担保单位

购买理财产品款项。公司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均为嘉兴市国有企业，目前经营正常。总体看，

-1.60 亿元。其中流入主要为取得借款收到的现

公司担保比率较高，被担保企业无反担保措

金 15.44 亿元；流出主要为偿还债务所支付的

施，公司存在一定或有负债风险。

现金 13.73 亿元和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
支付的现金 3.31 亿元。
总体看，2016 年受往来款流出同比下降影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共获得银行授
信额度 135.20 亿元，其中尚未使用的额度为
61.15 亿元，公司间接融资渠道畅通。

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由负转正，可以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

覆盖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缺口。考虑到公司在

（机构信用代码为：G1033040200052270W），

建项目未来投资规模较大，随着项目建设持续

截至2017年8月25日，公司无未结清和已结清

投入，公司仍存在一定对外融资需求。

的不良信贷信息记录，过往债务履约情况良
好。

3. 短期偿债能力
从短期偿债能力看，2014~2016 年公司流

五、本期短期融资券偿债能力分析

动比率、速动比率均呈波动增长趋势，三年均
值分别为 531.20%、305.90%；2016 年底分别
为 671.04%、389.16%。2014~2016 年，公司经
营现金流动负债比波动增长，三年均值为
31.48%；2016 年受经营活动现金流由负转正影
响，公司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由负转正，为
62.26%，经营性现金流净额对短期债务保障能
力增强。2014~2016 年，公司现金类资产波动
下降；2016 年底公司现金类资产 10.38 亿元，

1.

本期短期融资券对公司现有债务的影

响
公司本期短期融资券拟发行金额 5 亿元，
占 2017 年 6 月底短期债务和全部债务的比重
分别为 39.84%和 2.94%，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
行对公司短期债务影响较大。
截至 2017 年 6 月底，公司资产负债率、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分别为 52.75%、50.59%；
以 2017 年 6 月底财务数据为基础，不考虑其

剔除受限资金 173.88 万元后，公司非受限现金

他因素，预计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后，公司资

类资产为 10.36 亿元，对公司当年短期有息债

产负债率、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将分别上升至

务的覆盖倍数为 0.55 倍。截至 2017 年 6 月底，
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分别为 787.65%、
449.00%，较 2016 年底有所上升。总体看，虽
然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指标表现较好，短
期偿债能力有所增强，但考虑到公司流动资产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53.41%、51.31%；若同时考虑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7 日发行的 2017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
资券（9 亿元）
及 2017 年 8 月 28 日发行的 2017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3 亿元）
，公司资产
负债率、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将分别上升至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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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93%、52.97%，公司债务负担将有所加重。

资产规模持续增长，整体债务负担尚可，所有

考虑到本期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归

者权益稳定性较好，公司整体偿债能力很强。

还借款本息，公司实际债务负担或将低于上述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公司短期债务

预测值。

影响较大。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对本期短
期融资券的覆盖能力强。

2. 本期短期融资券偿还能力分析
2014～2016 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总体看，本期短期融资券到期不能偿还的
风险很低。

流入量分别为 32.08 亿元、40.36 亿元和 47.81
亿元，分别为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 5 亿元
的 6.42 倍、8.07 倍和 9.56 倍，公司经营活动
现金流入量对本期短期融资券的保障能力强；
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分别为 4.11 亿元、-3.74
亿元、19.55 亿元，分别为本期短期融资券发
行额度的 0.82 倍、-0.75 倍和 3.91 倍，2014、
2015 年经营性净现金流对本期短期融资券保
障能力弱，2016 年经营性净现金流对本期短期
融资券保障能力较好；同期，公司 EBITDA 分
别为 12.29 亿元、11.03 亿元、10.83 亿元，为
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的 2.46 倍、2.21 倍和
2.17 倍，EBITDA 对本期短期融资券的保障能
力尚可；2014~2017 年 6 月底，公司现金类资
产分别为 16.32 亿元、18.31 亿元、10.38 亿元
和 8.67 亿元，分别为本期短期融资券发行额度
的 3.26 倍、3.66 倍、2.08 倍和 1.73 倍，现金
类资产对本期短期融资券的保障能力尚可。
总体看，本期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对公司短
期债务影响较大；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量对
本期短期融资券的保障能力强，EBITDA 和现
金类资产对本期短期融资券保障能力尚可。
六、结论
公司作为嘉兴市高速公路建设与经营的
主体，具有一定的区域垄断性；其所在区域腹
地经济发达，区位优势明显，为其通行费收入
增长提供了较强保障；近年公司持续得到嘉兴
市政府在财政资金补贴、股权划转等方面的大
力支持，2016 年获得政府债务置换支持，债务
负担减轻。近年来公司通行费收入稳定增加，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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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公司股权结构图

嘉兴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嘉兴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6.72%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附件 1-2

公司组织机构图

股东会

监事会

党委会

董事会

经理层

财务管理中心

深化改革办公室

工程管理部

经营管理部

安全营运管理部

审计部

投资融资部

党群人事部

纪检监事室

办公室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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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项目
财务数据
现金类资产(亿元)
资产总额(亿元)
所有者权益(亿元)
短期债务(亿元)
长期债务(亿元)
全部债务(亿元)
营业收入(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EBITDA(亿元)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财务指标
销售债权周转次数(次)
存货周转次数(次)
总资产周转次数(次)
现金收入比(%)
营业利润率(%)
总资本收益率(%)
净资产收益率(%)
长期债务资本化比率(%)
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经营现金流动负债比(%)
全部债务/EBITDA(倍)
EBITDA 利息倍数(倍)

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6 月

16.32
324.48
142.48
27.95
139.10
167.05
17.28
1.20
12.29
4.11

18.31
349.38
149.58
54.93
130.85
185.79
15.42
0.87
11.03
-3.74

10.38
350.75
167.97
18.99
149.55
168.54
16.07
2.40
10.83
19.55

8.67
351.95
166.29
12.55
157.71
170.26
8.58
-1.56
-7.18

50.46
0.18
0.05
108.93
7.93
2.62
0.55
49.40
53.97
56.09
500.89
280.09
10.10
13.59
1.51

34.80
0.13
0.05
109.65
21.30
2.66
0.80
46.66
55.40
57.19
318.33
184.34
-5.58
16.84
1.30

41.80
0.13
0.05
109.86
24.57
2.65
1.37
47.10
50.09
52.11
671.04
389.16
62.26
15.56
1.55

---107.12
30.92
--48.68
50.59
52.75
787.65
449.00
----

注：1、2017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2、其他流动负债中短期融资券计入短期债务；长期应付款中融资租赁款计入长期债务。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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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新准则）

指 标 名 称

计 算 公 式

增长指标
资产总额年复合增长率
净资产年复合增长率 （1）2 年数据：增长率=（本期-上期）/上期×100%
营业收入年复合增长率 （2）n 年数据：增长率=[(本期/前 n 年)^（1/(n-1)）-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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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到期的长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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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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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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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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A
AA
A

含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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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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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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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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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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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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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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12

短期融资券信用评级报告

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关于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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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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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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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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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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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现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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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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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联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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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兴市高等级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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