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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城投平台资产整合特点 

——城投债专题研究之六 

 

   固定收益动态  

      我们前期在《城投平台评级调整的关注点》一文梳理了城投平台评级下调

的原因，城投平台的资产划转和重组是影响平台资质的核心原因之一，需

要密切关注。作为需要向市场化转型的国企以及国企改革的重要部分，城

投平台资产整合的目标除了稳妥有序推进国企改革以外，还有提高资产整

体效能、提高运营效率、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整合优质资源等重要意

义。我们下文梳理了 2019年截至 9月末的有存续债券的城投平台资产划转

和资产重组情况。 

◆ 资产划转 

28家城投企业发生资产划出。资产划出为有偿转让和无偿划转两种方式，

通常对城投企业的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

负面影响，但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划出资产的规模、质量，部分划出资

产可起到整合内部资源的作用，实现结构优化，进而提高核心业务竞争力。 

13家城投企业发生资产划入。城投企业的资产划入主要采取无偿划入和增

资入股两种形式，多为无偿划入。一般而言，资产注入有利于扩大企业的

资产规模、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但也需考虑划入资产的质量和盈利能力

以及与企业现有业务的协同效应。增资入股以持有的资产对相应公司进行

增资，从而获得该公司的股权；无偿划入则会增加资产规模，进而扩大企

业业务范围。 

◆ 资产置换 

1家城投企业进行资产置换。资产置换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一方面需考虑置换

完成后企业总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的变化情况，同时也需考虑置入资

产的质量以及与企业原有业务的协同效应。若划出资产为企业核心业务，

划入资产质量较差，则会对企业营业收入产生负面影响。若划入优质资产，

划出质量较差的资产，则会对企业营业收入产生积极作用，一般不会对公

司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优化业务结构，进而提升核心业务竞争

力。 

◆ 资产重组 

12家城投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城投企业的并购重组主要采取企业及股权合

并形成新的公司，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股权，以

及为推动平台企业上市进行的资产划转和重组等形式。 

◆ 风险提示 

统计的平台资产划转和重组案例可能有所遗漏；警惕平台核心资产的划出

对平台资质造成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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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期在《城投平台评级调整的关注点》一文梳理了城投平台评级下调的

原因，城投平台的资产划转和重组是影响平台资质的核心原因之一，需要密

切关注。作为需要向市场化转型的国企以及国企改革的重要部分，城投平台

资产整合的目标除了稳妥有序推进国企改革以外，还有提高资产整体效能、

提高运营效率、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整合优质资源等重要意义。我们下

文梳理了 2019年截至 9月末的有存续债券的城投平台资产划转和资产重组

情况。 

1、资产划转和资产重组概况 

城投平台资产整合采取的方式分为整体划转、资产划出、资产划入、资产置

换和并购重组等五种。2019年至今（截至 2019年 9月 30日），我们梳理

了 54 个平台资产整合的案例，其中资产划出、资产划入、资产置换和并购

重组的案例分别为 28、13、1和 12家，资产划出的案例相对较多。 

图表 1：2019年截至 9月末城投平台资产划转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单位：家 

从城投行政级别来看，2019年 54家城投企业中行政级别为省及省会（单列

市）、地级市和县及县级市的占比分别为 48.15%、40.74%和 11.11%；2018

年 42 家城投企业中行政级别为省及省会（单列市）、地级市和县及县级市

的占比分别为 54.76%、38.10%和 7.14%。从最近两年的数据中我们仍可以

发现，行政级别越高的平台更有可能发生资产划转或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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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19年和 2018年发生资产整合的城投平台行政级别分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单位：%   注：2019年数据为截至 9月末，下同 

从区域分布来看，2019年以来 54家城投企业中，企业分布较为集中的前 3

的省份为：江苏省（13家）、浙江（9家）、广西壮族自治区（5家）。而

2018 年发生资产整合的城投平台省份分布的前三有江苏、浙江和广东。观

察企业分布较为集中的省份，我们可以发现：发生资产划转或并购重组的城

投企业通常位于经济财政实力较强的地区。 

图表 3：2019年发生资产整合的城投平台省份分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单位：家  注：2019年数据为截至 9月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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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2018年发生资产整合的城投平台省份分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单位：家 

最后从发生资产划转和重组的城投平台的评级分布来看，评级分布较为均匀，

AAA、AA+、AA三个级别各占比约 1/3。 

图表 5：2019年发生资产整合的城投平台评级分布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单位：%        注：2019年数据为截至 9月末 

2、资产划转 

2.1、资产划出 

城投企业的资产划出主要采取无偿转让和无偿划出两种形式。其中，有偿转

让包括股权出售和资产出售，无偿划出包括股权划出、资产划出。资产划出

通常对城投企业的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负

面影响，但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划出资产的规模、质量，如果划出资产占

企业净资产比重较高，同时是企业的核心业务，则对企业的经营和偿债能力

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如果划出资产质量较差，对企业的盈利产生一定拖累，

则资产划出反而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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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6：2019年城投平台资产划出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表 7：2019年城投平台资产划出情况（续 1）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公告日期 发行人 具体划转事项 对公司的影响

2019-01-03 漳诏高速

将持有的靖海公司51%股权无偿

划转给福建高速集团、20.16%股

权无偿划转给漳州路桥；将持有

的常东公司51%股权无偿划转给

福建高速集团，20.16%股权无偿

划转给漳州路桥

公司与靖海公司、常东公司均为福建省高

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企业，上述

股权划转属于同一集团控制下的股权划

转；但靖海公司及常东公司 2017 年末净

资产合计 9.83 亿元，此次无偿划转股权

将导致公司净资产减少，合计占公司

2017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0%

2019-02-26 昆山创控
划出昆山市体育中心发展有限公

司100%国有股权

按经审计的2017年年报，昆山市体育中心

发展有限公司总资产11.91亿元，占发行

人总资产比例为3.29%；净资产10.51亿

元，占5.92%；主营业务收入0.3亿元，占

0.92%；体育中心2017年净利润为-0.2亿

元，有一定亏损，划出后对公司影响不大

2019-03-01 开投集团

划出重庆市双桥经开区双兴房屋

租赁公司100%股权（432万元）

及及重庆市双桥新车城开发投资

集团50%股权（3001万元）至重

两个公司无偿划出后，发行人长期股权投

资减少3433万元，较2017年末减少

0.5%，对公司影响很小

2019-03-22 西青总公司

划出永泰恒基100%股权至西青

管委会，西青管委会将该股权划

转至西青区国资委

根据2017年数据，划出的永泰恒基所有者

权益占发行人所有者权益的3.7%，净利

润-367.03万元，为弥补无偿划转对发行

人造成的净资产损失，西青管委会批准对

发行人增资10亿元。综上，发行人净资产

相较于2017年末净增加6.11亿元

2019-03-28 上虞国资
划出曹娥江开投51%的国有股权

至绍兴上虞区虞舜旅游实业公司

根据2017年数据，划出的曹娥江开投资产

总额占发行人2.16%，净资产占发行人的

1.98%，占比较小

2019-06-03 黄发集团
划出农高集团100%股权，至青

岛海控集团

所划出子公司截至2018年末总资产为9.85

亿元，净资产为0.73亿元，净利润-

203.39万元，无偿划转导致黄发集团同期

总资产减少6.07%、净资产下降1.24%，

对净利润则无不利影响

2019-04-12 铁投集团
划出广西铁控资产公司100%股

权至广西新风兴资产公司

截至2018年11月末，划出公司的资产总

额和净资产分别占发行人的7.34%和

17.01%，划出后发行人利润增加0.55亿

元，导致公司资产负债净资产规模下降，

对整体盈利水平影响偏正面

公告日期 发行人 具体划转事项 对公司的影响

2019-04-17 常州投资集团
划出金莎混凝土、常信鑫源两家

公司至常州市其他平台企业

按2017年数据，划出的金莎混凝土资产总

额；资产总额4.48亿元、

2019-04-19 六安城投

划出持有的新城公司60%股权，

转让给六安市承接产业转移集中

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

根据2017年审计报告，新城公司资产总额

89.31亿元，占发行人同期资产总额比重

为12.64%；净资产46.97亿元，占发行人

同期净资产比重为12.12%

2019-04-26 锦州华信

划出锦州市投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锦州热电有限公司至锦州市国

资委

根据2017年数据，划出的担保公司占发行

人总资产1.34%，净资产占比2.27%，热

电公司总资产占发行人资产的0.08%，净

资产占比0.08%

2019-04-30 西江集团
划出广西西江开发投资集团南宁

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按2017年数据计，划出公司的资产总额占

发行人的7.65%，净资产占发行人

20.58%，资产划出导致公司资产、负债

及净资产规模有所下降，但对公司整体盈

利水平影响正面

2019-05-07 慈溪国投

划出直接持有的会展公司100%

股权、间接持有的海涂建设

100%股权

根据2018年年报，会展公司的总资产占发

行人的0.3%、净资产占0.75%；海涂建设

总资产占发行人的0.1%、净资产占

0.24%，划出的资产占发行人的资产比值

很低，影响较小

2019-05-15 盐城高新 划出盐城高川投资公司股权

截至2018年6月末，划出公司的总资产

12.73亿元，净资产3亿元，分别占发行人

同期的2.9%、2.0%，所占比例较低，影

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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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8：2019年城投平台资产划出情况（续 2）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2.2、资产划入 

城投企业的资产划入主要采取无偿划入和增资入股两种形式。一般而言，资

产注入有利于扩大企业的资产规模、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但也需考虑划入

资产的质量和盈利能力以及与企业现有业务的协同效应。 

 

 

 

 

 

公告日期 发行人 具体划转事项 对公司的影响

2019-05-17 苏通控股
划出中航爱维客汽车的股权至南

通中奥苏通生态园产业发展公司

该次划转导致公司资本公积减少3.02亿

元，占2018年末净资产的4.51%

2019-05-20 商洛城建
划出商南金丝峡旅游公司等9家

公司的股权

划转出的9家公司的净资产占公司2018年

末净资产的14.36%，净利润为-3031万

元，同时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下降、净利

润有所提升

2019-05-27 台州基投
划出社发集团100%股权至国运

集团

划出公司的净资产占发行人2018年末净资

产的3.3%

2019-06-04 陕建集团

非经营性资产、房地产及类金融

企业等非核心业务资产划出及“三

供一业”的移交

公司进行股份制改制，减资及名称变更已

完成，后续或将进行非经营性资产、房地

产及类金融企业等非核心业务资产划出及

“三供一业”的移交，尚存在一定不确定

性，目前无法确定对发行人净资产、收入

等财务指标的影响

2019-06-10 睢宁润企
划出雎宁县东城投资开发公司

100%股权

划出公司的净资产占发行人2018年末净资

产的0.067%，占比很小

2019-06-25 城建集团

划出间接持有的投资管理公司

100%股权、产权交易所100%股

权，江海租赁公司41%股权、江

海金融公司35%股权

划出的四家公司股权资产总额占2018年末

发行人资产比重较小

2019-06-28 淮安开发控股
划出淮安科教产业投资公司

100%股权

划出公司的净资产7.35亿元，占2018年末

发行人净资产的2.85%，影响较小

2019-07-12 南通国投

划出投资管理公司100%股权、

产权交易所100%股权，江海租

赁公司41%股权、江海金融公司

35%股权

划出的四家公司股权资产总额24.31亿

元，净资产13.42亿元，占2018年末发行

人的比例分别为6.32%和6.98%

2019-07-31 西北兴业
划出子公司持有的新疆蓝泊湾棉

业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划出的公司资产为3.8亿元，占发行人同

期合并报表总资产的比例为4.01%；净资

产占比为3.07%，占比均较低

2019-08-01 乌城投
划出城交投81.71%的股权以及旅

投100%股权

划出的公司股权净资产占发行人2018年末

同期的5.98%

2019-08-21 西宁经开区

划出青海省投13.41%股权至园区

管委会，降低了若青海省投经营

持续恶化可能给公司带来的不利

影响

股权划转冲减可供出售金融资产16亿元，

冲减资本公积及实收资本16亿元，占公司

2017年度净资产9.86%

2019-08-27 南京铁投
划出京沪高铁0.03%的股权至江

苏铁路集团

划转的资产贷记发行人的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借记在建工程，不影响发行人净资产

2019-08-30 科技园公司 划出宁高产业园15%国有股权

截至2018年末，划出公司的资产总额6.15

亿元，负债4.37亿元，净资产1.78亿元，

净资产占发行人同期净资产比例的

1.1%，占比较小

2019-09-11 江宁经开 划出宁高园31%国有股权

截至2019年1月末，划出公司的净资产占

发行人同期净资产比例的0.54%，占比较

小

2019-09-17 宜兴城投
划出旅游产业集团100%股权、

公用产业集团49%股权

划出的旅游产业集团净资产占发行人2018

年末净资产的1%，公用产业集团净资产

则占比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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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9：2019年城投平台资产划入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图表 10：2019年城投平台资产划入情况（续 1）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公告日期 发行人 具体划转事项 对公司的影响

2019-01-03 余姚城投

余姚市城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绝对控股子公司宁波阳明拍

卖有限公司、余姚市城光路灯安

装有限公司、余姚市姚州建设工

程检测有限公司无偿划转给公

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四家公司截至17年末的总资产合计3.35亿

元，净利润0.018亿元；资产总额占公司

17年末总资产的1.20%

2019-01-04 广西投资集团
正润集团85%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至公司
成为上市公司国海证券的实际控制人

2019-01-04 秀洲新市镇

将闻川城市投资建设公司、秀宏

建设投资集团、嘉兴市秀禾发展

投资集团、嘉兴市梅里投资管理

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公

司，将嘉兴市秀禾发展投资集团

持有的秀禾农副产品有限公司

65%股权、秀禾农业服务有限公

司100%股权、嘉兴市登丰种业

100%股权无偿划转至嘉兴市秀

宏建设投资集团

7家公司均纳入公司2018年及以后报表，

总资产累计252.77亿元，净资产累计

136.65亿元，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累计

10.53亿元，净利润累计3.79亿元，资产

总计是公司17年末的总资产的2.06倍，极

大的扩大了公司的资产规模

2019-04-02 宁波开投
划入原水集团39.35%股权以及国

投咨询100%股权

原水集团（截至2018年底资产总额77.57

亿元，负债27.84亿元）和国投咨询（注

册资本3088万元）纳入发行人合并报表范

围

2019-04-29 新疆天富

划入天信投资100%的股权，划

入财金公司100%股权至子公司

天信投资

2018年9月末，天信投资净资产 9.6亿

元，并入天富集团合并报表；划入天信投

资和财金公司进一步增强了天富集团的盈

利能力和偿债能力，降低了资产负债率，

公司造血能力加强

2019-05-06 青岛地铁 划入青岛房投公司

划入的公司截至2019年3月末经审计的资

产总额为400.99亿元，极大的增加了发行

人的资产规模

公告日期 发行人 具体划转事项 对公司的影响

2019-06-25 湘江集团

划入株洲交通发展集团100%股

权和株洲湘江新城开发建设公司

51%的股权、以及划入株洲光明

玻璃集团有限公司改制资产

划入的两家公司股权评估价值112.5亿

元，划入的资产评估价值1.80亿元，增强

公司整体实力

2019-07-08 桐乡城投

划入桐乡市金凤凰服务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100%股权、桐乡市

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100%股

权和乌镇实业（桐乡）有限公司

100%股权

划入的公司股权增强了公司的整体实力，

体现了桐乡市政府的支持

2019-07-15 云南能投 划入中国铜业15.1%的股权

股权划入后公司累计持有中国铜业

22.48%的股权，成为中国铜业第二大股

东，将有利于公司提升净资产实力并助力

能源业务发展

2019-08-12 广州水务
划入广州珠江实业集团公司

100%国有产权

珠江集团2017年度审计报告为依据，以所

有者权益中归属母公司权益账面价值为

79.85亿元元增加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及资

本公积

2019-08-19 天宁建设 划入江苏舜宁投资建设公司

截至2019年5月末划入公司的净资产27.19

亿元，计入发行人资本公积，发行人资产

规模扩大， 同时负债率上升0.9%

2019-09-19 南海控股 划入高技投公司100%股权 划入资产增强了 公司的整体实力

2019-09-23 钦州开投
划入钦州市食品总公司等7家企

业国有股权

截至2019年6月末，新划入的公司资产总

计5.31亿元，净利润0.1亿元，可增加公

司经营性资产及业务，拓宽经营渠道优化

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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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产置换 

城投企业的资产置换通常采取两家或多家企业之间资产互换的形式。资产置

换对企业产生的影响一方面需考虑置换完成后企业总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

标的变化情况，同时也需考虑置入资产的质量以及与企业原有业务的协同效

应。 

从资产置换对企业净资产规模的影响来看，若划出资产为企业核心业务，划

入资产质量较差，则会对企业营业收入产生负面影响。若划入核心业务，划

出低质量资产，则会对企业营业收入产生积极作用，一般不会对公司偿债能

力产生不利影响，甚至会优化业务结构，进而提升核心业务竞争力。 

图表 11：2019年城投平台资产置换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4、资产重组 

城投企业的并购重组主要采取企业及股权合并形成新的公司，上市公司通过

发行股份或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股权，以及为推动平台企业上市进行的资产

划转和重组等形式。2019年至今（截至 9月末），共有 12例城投平台资产

重组案例。从资产重组方式的选择来看，大多数城投企业选择合并收购。 

观察两种资产重组方式对企业资产规模的影响，不难发现：股权购买一般将

减少城投企业的资产规模，同时股权比例相应增加；合并收购则起到了整合

资源、优化业务结构的作用，但尚不确定其对未来营业收入、净资产规模的

影响方向。 

图表 12：2019年城投平台资产重组情况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公告日期 发行人 具体划转事项 对公司的影响

2019-02-14 东坡发展

划出闽江国投公司股权及债权债

务、安和旅游公司100%股权及

债权债务；划入东岸建设公司、

天伦实业、西部药谷、金财资产

、运通路桥等五家公司100%股

权；而2019年4月公司公告称闽

江国投公司无偿划回公司

划转资产（不含闽江国投）占公司资产比

例较小，对公司影响较小

公告日期 发行人 具体划转事项 对公司的影响

2019-04-08 浙资运营

上市公司多喜爱筹划以发行股份购买公司下

属子公司浙建集团100%股权，该交易构成

重组上市；多喜爱将以其拥有的置出资产与

公司拥有的部分置入资产的交易定价等值部

分进行置换；同时，多喜爱向公司等以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置入资产超出置出资

产定价的差额部分，并对浙建集团进行吸收

合并；；公司以置出资产为对价受让陈军、

黄娅妮持有的多喜爱全部剩余股份，差额部

分以现金方式补足。

若吸收合并完成，上市公司作为

存续主体，将承接浙建集团的全

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及其

他一切权利和义务，资产置换及

换股吸收合并方案有助于浙建集

团加快上市进程

2019-04-28 深投控

公司与天富锦同为天音控股股东，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公司成为怡亚通控股股东，受让

怡亚通股份

若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主营

业务范围进一步多元化，营业收

入将大幅增长

2019-04-29 首开 首开集团与北京房地集团实施合并重组
合并重组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2019-05-06 南湖投资

嘉兴南湖区政府将嘉兴市绿桥农业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等10家公司股权划入公司，同时将

嘉兴科技城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划出，整

合重组实施下属的国有企业

重组完成后，公司2018年合并报

表的总资产约增加82.75亿元，净

资产增加39.38亿元，占17年末净

资产的39.02%；公司资产规模和

盈利能力预计将得到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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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3：2019年城投平台资产重组情况（续 1） 

 

资料来源：Wind，光大证券研究所 

5、风险提示 

1）统计的平台资产划转和重组案例可能有所遗漏； 

2）警惕平台核心资产的划出对平台资质造成重大影响。 

公告日期 发行人 具体划转事项 对公司的影响

2019-05-07 交投公司

拟组建以石交投为核心的联合企业集团作为

母公司，拟将石交投更名为石家庄市交通投

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目前事项正在推进，重组并未完

成

2019-06-17 轨道公司
拟组建贵阳市城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实施资产重组

该次重组合计调增公司资本公积

0.23亿元，资产重组不会增加公

司财务负担及影响公司偿债能力

2019-06-27 通联资本

国企改革重组整合，着力打造文旅产业和公

共停车场产业，将逐步剥离供水、燃气等收

益低的民生类公益性重资产，盘活的资金向

国家支持的文旅、资产运营等回报率高的产

业投放

公司未来发展的资产管理板块和

旅游板块经营情况需进一步观察

2019-02-12 海投集团

资产重组将保留厦门海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供应链综合服务、城区开发与运营、工程建

设板块企业，剥离其产业投资、服务、配套

等相关公司和资产；将 厦门海沧旅游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划入发行人，同时

剥离场馆、设施等管养业务及产业配套、农

村集体经济等相关公司和资产

资产重组实施后，发行人未经审

计的合并财务报表的归母净资产

减少12.51%，但发行人有息债务

大幅减少，主业主项的突出能提

升发行人盈利能力

2019-08-07 青岛城投

青岛城投和水务集团计划在污水行业等展开

合作，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打造污水处理

板块上市平台

重组正在进行中，有待进一步观

察

2019-08-12 朝国资

东方园林拟向公司子公司朝汇鑫协议转让

1.34亿股东方园林股份（占总股本5%），

并将总股本的16.8%对应的表决权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委托给朝汇鑫

若该次权益变动完成，朝汇鑫将

成为东方园林控股股东，朝阳区

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将成为东

方园林实控人

2019-08-21 桂林交投 桂林航空60%的股权转让给桂林交投

该重组可以推进公司与桂林航空

搭建特色航旅资源平台，对双方

企业品牌战略形成复合式的提升

效应

2019-09-20 云南电投
控股公司能投集团拟与煤化工集团合资成立

煤炭产业集团

该重大资产重组公司预计确认

1.753亿元投资收益，负债规模减

少，资产负债率下降至72.83%，

每年节约财务费用约1.5亿元

神华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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