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注
 高速公路收费政策变化对公司经营造成一定影
响。重大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及绿色通道
免费政策的实施对公司路产的通行费收入造成
一定的负面影响，后续政策的变化值得关注。
 资金压力。2014 年福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辅助
设施等尾工工程继续推进，公司有 11 亿元的资
本支出需求，加之 2014 年共有 5.4 亿元债务到
期，短期内公司仍将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
 分流效应依然存在。2010 年 4 月福厦高铁建成
通车、2013 年 9 月向莆铁路正式通车以及 2013
年 12 月厦深铁路正式通车，贯穿福建省南北方
向和东西方向的高速铁路网正式形成，对高速
公路产生了一定的分流影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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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政策的发布给福建省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后劲

行业关注

和动力，公司也将从海西发展释放的巨大协同效应

福建省区位优势明显，经济仍保持较快发展，

中获益。同时，随着两岸往来越加频繁，两岸经济

且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公路需求得到提升，

要素的流动将更加畅通，客流和货运也将同步迅速

高速公路行业发展仍具有较好的外部环境

增长。作为对接台湾，辐射全国的特殊区域，福建

2013年福建省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全

省将进一步发挥对台贸易的特殊区位优势，未来福

年 实 现 地区 生 产 总值 21,759.64 亿元 ， 同 比增 长

建省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其高速公路行

11.0%，增速与上年基本持平。全年规模以上工业

业仍具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增加值8,944.27亿元，同比增长13.2%，同时实现公

收费公路行业政策性较强，节假日免费通行

共财政总收入3,428.76亿元，同比增长14.0%。另外，

和绿色通道免费政策对收费公路企业的经营

随着人均可支配收入进一步提升及购买力增强，福

造成一定影响，后续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情况
应加以关注

建省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2013年福建省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0,816元，同比增长9.8%，年末民

近年来，收费公路行业也面临政策收紧的压

用汽车保有量334.94万辆，同比增长17.1%，进一步

力，国家及地方政府陆续出台政策或管理措施，对

提升公路需求。

收费公路企业的通行费收入产生一定影响。

表 1：2013 年福建省重要经济指标
指标

国务院于 2012 年 8 月 2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

金额

同比增幅

国内生产总值

21,759.64 亿元

11.0%

固定资产投资

15,526.87 亿元

22.2%

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
，指出各地区已建成通

进出口总额

1,693.52 亿美元

8.6%

车的全部收费公路（含收费桥梁和隧道）在春节、

公路货运量

68,559.54 万吨

15.4%

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等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

公路旅客发送量

75,610.60 万人

0.8%

对行驶收费公路的 7 座及以下载客车辆，包括允许

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

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局，中诚信证评整理

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实施免费通行。同

区域经济的快速增长促进了福建省交通运输

时，自 2010 年 12 月起，国内高速公路项目均须执

业的发展，从而也有效带动公路建设。2013年全省

行绿色通道免费政策，对合法装载鲜活农产品的运

公路累计通车里程99,535公里，同比增长5.1%，其

输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该政策实施在一定程度上

中海西高速公路网为4,057公里，同比增长16.1%，

对省内公路企业的通行费收入带来影响。

增速较上年有所下滑。根据福建省高速公路“十二

2013 年 5 月 8 日交通部公布《收费公路管理条

五”专项规划，
“十二五”期间计划投资2,500亿元，

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
，对原管理条例在收费标

建设高速公路66个项目3300公里（其中续建37个项

准、免费政策补偿、期满后处理等方面作了修订，

目2230公里，新开工29个项目1070公里），新增通

其中部分条款对收费公路企业具有正面影响。例

车里程超过3000公里，将继续大力完善高速公路路

如：1）国家实施免费政策给经营管理者合法收益

网功能。到“十二五”末，基本建成海西高速公路

造成影响的，可通过适当延长收费年限等方式予以

网，建成通车里程超过5000公里，基本形成“三纵

补偿；2）高速公路因改建扩容增加投资需调整收

八横”高速公路主骨架，力争与周边省份进出口通

费年限的，可依据规定重新核定；3）车辆通行费

道达到17个，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

收费标准可根据交通流量、当地物价指数变化情况

福建省地处台湾海峡西岸，是承接长三角和珠

等因素适时予以调整。总体来讲，修改条例旨在维

三角经济发展区的通道，地理位置优越。2011年3

护行业稳定发展，但修正案至今未定稿，有关行业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

发展的政策方向和管理原则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

进一步明确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具体目标、任

性。

务分工、建设布局和先行先试政策。该项国家级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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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高速公路行业政策性较强，收费公

图1：2013年公司营业收入构成情况

路相关政策的变化对高速公路企业的经营具有较
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相关政策的实施或调整将
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有利于
高速公路行业的有序规范发展。

高速铁路网络逐步完善以及国道取消收费，
对公司所经营的路段造成一定的分流影响
福厦高速铁路北起福州，经福清、莆田、泉州、
晋江，到达厦门，该线已于2010年4月正式运营。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中诚信证评整理

福厦高速铁路是福建省境内第一条贯通沿海城市

公司控股路产区位优势显著，受益于福建省

群的铁路，以客运为主兼及货运。由于福厦高速铁

经济保持增长、福厦高速扩建工程的完工通

路的路线走向与福厦高速公路大致平行，福厦高速

车等因素，控股路产通行量提高，但福厦高
铁及周边环线的分流影响依然存在

铁路的建成运营对福厦高速公路的营运类客流造
成分流影响，但对货运及商务类、个人自驾出行类

截至2013年末，公司共有福泉高速、泉厦高速

客流影响相对较小。2013年9月向（塘）莆（田）

和罗宁高速3条控股路产，合计里程数为282.10公

铁路正式通车，以及2013年12月厦（门）深（圳）

里。2013年公司控股路产合计实现通行费收入25.93

铁路正式通车，贯穿福建省南北方向和东西方向的

亿元，同比增长7.94%。公司控股的3条路产是沿海

高速铁路网正式形成。高速铁路网络的逐步完善，

大通道沈海高速福建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沈海高速

对高速公路产生了一定的分流影响。

福建段贯穿了福建省经济最为发达和活跃的地区，

此外，福建省自2009年3月开始取消了全省境

基于经济联动的贸易往来较为密切。此外，该3条

内政府还贷二级公路（含桥梁）收费站点，致使国

路产与罗长高速构成了全线贯通的高速路，北接长

道对部分区域的路段也产生了分流影响。同时，福

江三角洲，南连珠江三角洲，西通中部地区，东部

建省内高速公路路网仍在不断完善，致使公司所运

对接台湾地区，区位优势十分明显。从中长期看，

营路段受到周边环线及平行高速公路的分流影响。

较为发达的沿线经济及良好的区位优势将有效带

业务运营

动公司控股路产车流量的提升。

公司主要从事高速公路运营，截至2013年12月

表 2：公司控股路产明细情况
权益
车道 剩余收
里程数 收费期限起止
比例
数量 费年限

31日，公司经营和投资的公路项目共4个，通车里

运营路段

程为527.1公里，其中权益里程293.33公里。

福泉高速 63.06%

167.10

2011.1~2036.1 8 车道 22 年

泉厦高速

100%

81.89

2010.9~2035.9 8 车道 21 年

罗宁高速

100%

33.11

2008.1~2028.3 4 车道 14 年

2013年福建省经济的平稳增长有力提升了公
司的车流量，尤其是货车流量显著增长，促使全年

合计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25亿元，同比增长8.23%，增

282.10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速较上年提高3.33个百分点。其中，公司控股的福

分路段来看，福泉高速系公司通行费收入规模

泉高速、泉厦高速和罗宁高速的通行费收入分别占

最大的路段。2013年受益于区域经济的平稳增长以

公司营业收入的53.16%、36.94%和8.67%，其他收

及扩建工程的建成通车，福泉高速车流量进一步增

入占营业收入的1.23%，主要为沿线路牌广告收入、

加，其中货车增长较明显。2013年福泉高速客车按

清障业务收入等。

车型收费标准折算的日均车流量为22,308辆，基本
保持上年的水平，货车按计重收费标准折算的日均
车流量为15,954辆，同比增长18.02%。虽然受重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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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影响，但受益于交通

断开通运营、贯穿南北及连接中西部铁路网络以及

量的增长，福泉高速全年实现通行费收入13.96亿

福建省内高速公路网络的不断完善，也可能对公司

元，同比增长6.54%，增速与上年持平。长期来看，

所辖路段形成一定的分流影响，且收费政策的变化

福厦高速扩建工程建成通车后，双向八车道有助于

亦将给公司带来一定的经营压力。

提高通行能力，能够较好地吸引商务类以及跨省际

公司参股路产浦南高速车流量尚处于培育

的个人自驾出行类车辆，其客车流量有望提升。

期，近几年处于亏损状态，但随着旅游需求
的旺盛加之路产运营的逐步成熟，其未来车

表 3：福泉高速 2011～2013 年通行费分配收入及增速
福泉高速
2011
2012
2013
通行费收入（万元）

122,941

130,998

139,564

同比增幅

19.24%

6.55%

6.54%

流量仍具有一定的增长空间
截至2013年末，公司参股路产主要为浦南高
速，公司持股比例为29.78%。浦南高速系连接安徽、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泉厦高速连接泉州与厦门，由于该路段与福泉

江西、浙江和福建四省的省际干线公路，是国家高

高速相互连接构成福厦高速，故泉厦高速车流量的

速公路京台线、长深线的组成部分。浦南高速由南

变动与福泉高速相关性较高。在福厦高速扩建工程

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浦南公

完工的有利带动下，泉厦高速客货车流量明显增

司”）负责具体运营。浦南公司主营业务为浦城至

长。2013年其客车按车型收费标准折算的日均车流

南平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包括收费、养护、车辆

量为33,684辆，同比增长7.37%，货车按计重收费标

施救等业务。

准折算的日均车流量为21,319辆，同比增长23.42%。
受益于 此， 全年泉 厦高 速通 行费收 入同 比增长

运营路段

9.36%至9.70亿元，增幅较上年提高6.71个百分点。

表 6：公司参股路产明细情况
权益
收费期
剩余收费
比例 里程数 限起止 车道数量 年限

浦南高速 29.78%

表 4：泉厦高速 2011～2013 年通行费分配收入及增速

245

2008.122033.12

4 车道

19 年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泉厦高速

2011

2012

2013

通行费收入（万元）

86,375

88,667

96,968

浦南高速于2008年12月建成通车，由于目前浦

同比增幅

23.14%

2.65%

9.36%

南高速车流量尚处于培育期，车流量较小，车流增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幅尚未达到预期水平，且固定资产折旧和银行贷款

罗宁高速连接罗源和宁德，全长33.11公里。得

利息支付压力较大，浦南公司近三年均处于亏损状

益于南接的福泉、泉厦高速扩建工程的完工及汽车

态。2013年该路产实现营业收入3.17亿元，同比增

保有量的持续增长，2013年罗宁高速客车日均车流

长7.97%，增速较上年有所上升。

量同比增长4.21%至13,267辆，增速较上年放缓，而

表 7：浦南高速 2011～2013 年主要财务指标

货车日均车流量为16,082辆，同比增长10.70%，增

单位：万元

速较上年大幅回升。在客货车车流量增长的带动

浦南高速

下，该路段全年实现通行费收入2.28亿元，同比增

营业收入

30,000

29,400

31,742

净利润

-31,600

-39,500

-32,347

公司确认
投资收益

-9,411

-11,755

-9,633

长10.78%，为公司当年收入增长最快的路段。
表 5：罗宁高速 2011～2013 年通行费分配收入及增速
罗宁高速

2011

2012

2013

通行费收入（万元）

21,206

20,545

22,759

同比增幅

7.73%

-3.11%

10.78%

2011

2012

2013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长期来看，由于浦南高速途经福建武夷山、连
接安徽黄山、江西三清山、衢州江郎山等著名风景

资料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区，故随着旅游需求的趋于旺盛，加之路产运营的

总体来看，公司控股路产质量良好，地处较为

逐步成熟，未来浦南高速的车流量仍有提升空间，

发达的沿线经济，区位优势明显。同时，主要运营

从而有利于通行费收入的增加。

路段已完成拓宽改造，道路通行能力大幅提高，有
助于通行费收入的增长。但东南沿海高速铁路的不
5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4)

债务占比逐渐下降。截至2013年末，公司长、短期

财务分析

债务均较上年有所下降，分别为71.65亿元和5.46亿

下列财务分析主要基于公司提供的经天健正

元，长短期债务比降至0.08，债务期限结构进一步

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

优化，公司资金的稳定性增强。

意见的2011年合并财务报告、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图 3：2011～2013 年公司债务结构分析

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2012年、2013年合并
财务报告。

资本结构
近年来公司经营效益较好，自有资本不断夯
实，且随着福泉、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等项目的
完工，公司资本支出需求相对减少，负债水平逐年
下降。截至2013年末，公司总资产192.11亿元，较
上年下降2.84%，负债总额99.73亿元，同比下降

数据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7.94%。同期，公司资产负债率和总资本化比率分

根据公司资本支出计划，2014年福厦高速公路

别为51.91%和45.49%，较2012年分别下降2.88 和

扩建工程辅助设施等尾工工程计划投资额为11亿

2.51个百分点。

元，其中泉厦和福泉高速公路扩建辅助设施计划投

图 2：2011～2013 年公司资本结构分析

资额分别为6亿元和5亿元。同时，2014年公司需偿
还到期债务5.4亿元。虽然公司仍面临一定的资金压
力，但公司自有资本实力较强，且融资渠道顺畅，
将有效缓解资金周转压力。
总体来看，公司债务规模适中，资本结构较稳
健，其负债水平处于合理范围之内，债务期限结构
持续改善。

盈利能力

数据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通行费收入为公司营业收入的主要来源。虽然

表 8：2013 年主要高速公路上市公司资本结构指标
名称

总资产(亿元)

资产负债率(%)

山东高速

312.86

46.87

宁沪高速

258.49

25.1

赣粤高速

256.34

52.6

司所辖高速公路车流量保持增长，通行费收入进一

深 高 速

228.4

50.79

步提升。2013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25亿元，同比

四川成渝

193.38

51.89

增长8.23%，增速较上年有所提高。同年，公司毛

福建高速

192.11

51.91

粤高速Ａ

126.94

60.2

现代投资

114.41

61.67

皖通高速

113.34

35.31

重庆路桥

53.66

60.99

东莞控股

52.45

30.48

楚天高速

37.57

69.9

仍受收费政策影响，但随着海峡西岸经济的持续增
长，同时受益于福厦高速扩建工程的建成通车，公

利率较上年略增至66.94%，毛利率仍处于行业较高
水平。

资料来源：中诚信资讯，中诚信证评整理

从债务结构来看，2012年3月，公司成功发行
15亿元公司债券，逐步置换前期的短期借款，短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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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11～2013年公司收入成本结构分析

图 5：2011～2013 年公司期间费用分析

数据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数据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从利润总额看，2013年公司参股的浦南公司仍

鉴于福泉、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均已完工并

亏损，公司当年利润总额主要由经营性业务利润构

开始计提折旧，未来单位车流量分摊的路产折旧费

成。由于公司收入规模提高，当年利润总额由2012

将保持稳定；同时，福泉、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完成

年的7.93亿元上升至10.08亿元，同比增长27.16%。

使通行能力大幅提高，未来车流量或将处于增长趋

在现金获取方面，利润总额、折旧和利息支出

势，规模效应的体现将使得单位车流量所分摊的征

构成公司EBITDA的主要来源。2013年公司折旧和

收业务成本、养护业务成本、监控业务成本等有所

利润总额均增加，EBITDA上升至20.64亿元，同比

下降，预计未来公司毛利率有望进一步提高。

增长11.57%。另外，由于通行费收入均以现金方式

表 9：2013 年主要高速公路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

收取，故公司经营性现金流较充沛。2013年在各路

名称

营业总收入(亿元)

毛利率(%)

宁沪高速

76.14

51.48

四川成渝

71.35

28.83

山东高速

58.31

66.37

整体来看，公司主业突出，所拥有收费路段盈

赣粤高速

39.13

44.67

利能力较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汽车保有量增加

深 高 速

32.79

53.46

以及福泉、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的完工通车，公

福建高速

26.25

66.94

司控股路产通行能力将大幅提高，公司盈利能力仍

皖通高速

23.30

61.47

有望稳中有升。

现代投资

17.54

61.2

粤高速Ａ

13.28

30.45

楚天高速

10.11

63.33

随着福泉、泉厦高速公路扩建工程的完工，公

东莞控股

7.65

64.88

司资本支出压力有所缓解，负债规模有所下降。截

重庆路桥

3.35

89.16

产通行费收入均增长的带动下，公司经营性净现金
流为18.26亿元，同比增长11.16%，增速较上年提高。

偿债能力

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总债务77.11亿元，同比下

资料来源：中诚信资讯，中诚信证评整理

降6.57%。其中长、短期债务分别为71.65亿元和5.46

期间费用方面，由于2013年公司归还部分到期

亿元，同比减少4.28%和28.86%。此外，公司债务

债务，利息支出有所下降，使得当年财务费用支出
同比下降10.86%至4.73亿元。人员经费和高速公路

期限结构较好，且公司拥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公司

行业管理费的 增加导致全 年管理费用 略升至

短期刚性债务压力相对较小。
从偿债能力指标看，在EBITDA规模上升的带

0.77亿元。2013年公司三费合计5.49亿元，较上年
下降9.39%，三费收入占比进一步下降至20.92%。

动下，公司2013年总债务/EBITDA下降至3.74倍，

整体来看，公司期间费用控制较好。

同时公司利息支出减少使得EBITDA利息保障系数
上升至4.27，EBITDA对债务本息的保障能力提高。
此外，2013年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总债务和经营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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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净现金流利息保障倍数 分别为0.24倍和3.78
倍，经营性现金流对债务本息保障程度较好。总体
看，公司主要偿债指标仍然保持在合理水平并有所
改善。
表 10：2011～2013 年公司主要财务能力指标
项目

2011

2012

2013

短期债务（亿元）

16.65

7.67

5.46

长期债务（亿元）

66.44

74.86

71.65

0.25

0.10

0.08

总债务（亿元）

83.09

82.53

77.11

经营性净现金流（亿元）
经营净现金流/
短期债务（X）

16.71

16.43

18.26

1.00

2.14

3.35

0.20

0.20

0.24

17.70

18.50

20.64

总债务/ EBITDA（X）

4.69

4.46

3.74

EBITDA 利息保
障倍数（X）

3.81

3.50

4.27

长短期债务比

经营净现金流/
总债务（X）
EBITDA（亿元）

数据来源：公司提供，中诚信证评整理

在财务弹性方面，公司与多家银行形成稳定的
银企关系。截至2014年3月31日，公司共获得银行
授信额度107亿元，尚未使用银行授信额度为32亿
元。此外，截至2013年末，公司无对外担保所形成
的或有负债风险，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综合而言，公司仍面临一定的债务压力，但公
司经营状况良好，现金流较稳定，盈利能力强，对
债务本息保障良好，公司整体偿债能力依然很强。

结 论
中 诚 信证 评 维持 本次 公 司债 券的 信 用等 级
AA+，维持福建高速主体信用等级AA+，评级展望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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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图（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福建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00%

福建省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3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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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二：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2011

2012

2013

货币资金

23,241.96

62,553.43

34,128.02

应收账款净额

21,864.20

44,724.23

61,310.74

存货净额

215.63

993.81

785.52

流动资产

45,571.44

108,598.89

99,858.18

长期投资

72,237.40

59,060.80

49,427.83

固定资产合计

1,856,448.89

1,802,106.63

1,746,699.76

总资产

1,980,950.18

1,977,190.84

1,921,087.63

短期债务

166,455.95

76,725.99

54,581.96

长期债务

664,402.41

748,587.12

716,520.45

总债务（短期债务＋长期债务）

830,858.36

825,313.12

771,102.40

1,111,021.99

1,083,259.90

997,263.63

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

869,928.19

893,930.94

923,824.00

营业总收入

231,205.64

242,542.82

262,511.81

三费前利润

146,596.98

152,980.73

166,587.03

投资收益

-9,410.53

-11,754.60

-9,575.77

净利润

57,996.47

55,927.12

72,085.52

息税折旧摊销前盈余 EBITDA

177,032.71

184,964.04

206,369.19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

167,132.74

164,304.68

182,637.75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

-181,101.47

-37,851.76

-49,847.20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净流量

25,947.49

-87,141.45

-161,215.9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978.76

39,311.47

-28,425.41

2011

2012

2013

66.76

66.58

66.94

所有者权益收益率（％）

6.67

6.26

7.80

EBITDA/营业总收入（％)

76.57

76.26

78.61

速动比率（X)

0.11

0.34

0.39

经营活动净现金/总债务（X）

0.20

0.20

0.24

经营活动净现金/短期债务（X）

1.00

2.14

3.35

经营活动净现金/利息支出（X）

3.60

3.11

3.78

EBITDA 利息倍数（X）

3.81

3.50

4.27

总债务/ EBITDA（X）

4.69

4.46

3.74

资产负债率（％)

56.09

54.79

51.91

总资本化比率（％）

48.85

48.00

45.49

长期资本化比率（％)

43.30

45.58

43.68

总负债

财务指标
营业毛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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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三：基本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
货币资金等价物＝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应收票据
长期投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持有至到期投资+长期股权投资
固定资产合计＝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工程物资+固定资产清理+生产性生物资产+油气资产
短期债务＝短期借款+交易性金融负债+应付票据+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长期债务＝长期借款+应付债券
总债务＝长期债务+短期债务
净债务＝总债务-货币资金
三费前利润＝营业总收入-营业成本-利息支出-手续费及佣金收入-退保金-赔付支出净额-提取保险合同准
备金净额-保单红利支出-分保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
EBIT（息税前盈余）＝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EBITDA（息税折旧摊销前盈余）＝EBIT+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资本支出＝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
营业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
EBIT 率＝EBIT/营业总收入
三费收入比＝（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营业总收入
所有者权益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净额（营业总收入净额）/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总资本化比率＝总债务/（总债务+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
长期资本化比率＝长期债务/（长期债务+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
EBITDA 利息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11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4)

附四：信用等级的符号及定义
债券信用评级等级符号及定义
等级符号

含义

AAA

债券信用质量极高，信用风险极低

AA

债券信用质量很高，信用风险很低

A

债券信用质量较高，信用风险较低

BBB

债券具有中等信用质量，信用风险一般

BB

债券信用质量较低，投机成分较大，信用风险较高

B

债券信用质量低，为投机性债务，信用风险高

CCC

债券信用质量很低，投机性很强，信用风险很高

CC

债券信用质量极低，投机性极强，信用风险极高

C

债券信用质量最低，通常会发生违约，基本不能收回本金及利息

注：除 AAA 级和 CCC 级以下（不含 CCC 级）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质量略高或
略低于本等级。

主体信用评级等级符号及定义
等级符号
AAA

含义
受评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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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较小，违约风险很低

A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强，较易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

BBB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一般，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较大，违约风险一般

BB

受评主体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

B

受评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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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评主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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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评主体在破产或重组时可获得的保护较小，基本不能保证偿还债务

C

受评主体不能偿还债务

注：除 AAA 级和 CCC 级以下（不含 CCC 级）等级外，每一个信用等级可用“+”、“-”符号进行微调，表示信用质量略高或
略低于本等级。

评级展望的含义
评级展望是评估发债人的主体信用评级在中至长期的评级趋向。给予评级展望时，中诚信证评会考虑
中至长期内可能发生的经济或商业基本因素的变动。
正面

表示评级有上升趋势

负面

表示评级有下降趋势

稳定

表示评级大致不会改变

待决

表示评级的上升或下调仍有待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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