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研究】地方产投平台信用风险怎么看 

工商评级二部 刘嘉敏 郭察理 

1、 地方产投平台的定义 

 

随着国企改制、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组建和城投平台的转型，地方产投平台的数量

近年来不断增加。不同于业务集中度高的经营性国有集团和典型的城投平台，地方产投

平台通常是指建立在当地政府划拨的经营性资产之上，结合地方产业资源和产业发展规

划，承担引导当地重点产业投资发展、政府指定项目投融资、国企混改以及国有资产增

值保值等特殊职能的地方国有企业。 

 

2、 地方产投平台的类型 

 

国有企业职能界定和分类方式多样，为推动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优化国有

资本布局、加强国有资产监管，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发改委于 2015 年 12 月 7 日联

合印发了《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国资发研究〔2015〕170 号，以

下简称“《意见》”）。根据《意见》指出，国有企业结合其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范围，将

国有企业界定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商业类国有企业又具体分为三种不同情况：一是主业

处于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二是主业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

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的商业类国有企业，三是处于自然垄

断行业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在各省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执行过程中，各区域国资委将

国有企业普遍分为公益类、功能类和竞争类三种类型，根据这三类国有企业承担的职能、

特点和市场化程度，具体的分类详情如表 1。 

 

表1  地方国企类型 

国企类

型 
职能 类型 市场化程度 

功能类 

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

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主要承担重大

专项任务或特定功能的企业 

能源集团、铁路集团、交通集团、港口集

团、电力集团、地铁集团、机场集团、粮食

集团、城投平台、旅投平台、金控平台、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 

多数垄断经营，或以完

成战略任务或重大投融

资项目为主要目标，兼

顾经济效益 

公益类 
以保障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

服务为主要目标 
水务集团、机场集团 市场化程度低 

竞争类 

充分竞争行业和领域、不承担特定

功能的企业，按照市场规则进行商

业化运作，业务集中度高 

经营性国有集团（汽车工业集团、建筑集

团、国际贸易集团、物产集团、重工集团、

商业集团、产业投资集团） 

市场化程度高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从本次的研究范围——地方产投平台来看，既存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产业投资集团，

又存在虽控股经营性业务，但平台融资主要投向公益性资产或其他政府指定投融资任务

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或国资控股公司），还存在部分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城投企业，

在其逐步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职能后，主要依靠政府划拨的经营性资产向市场化经营

转型，地方产投平台的具体分类及公司如表 2。 
 

表2  地方产投平台类型 

地方产投平台 

产业投资集团 

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肥市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武汉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南昌工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国资控股公司 

宁夏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责任公

司、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等 

城投转型企业 
广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镇

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3、 地方产投平台的信用分析思路 

 

地方产投平台既有市场化特征，又承载一定政府职能或公益性业务，因此针对地方

产投平台的信用风险分析，既需要分析其合并范围内业务自身的经营水平和造血能力，

还需关注本部对子公司管控水平和资金归集能力，并结合其平台的资金投向、业务性质

和资产类型，判断其和政府关系的紧密程度，进而判断其可获取的政府支持，该层面的

分析还需考虑到地方产投平台所处的行政层级、平台职能定位、区域内重要性和唯一性

以及区域融资环境变动、隐性债务风险可能对其产生的关联影响。 

针对发行人信用资质的分析通常是基于合并报表层面，但考虑到地方产投平台的成

立背景主要是基于国企改革改制、重组合并、国企混改及区域产业投资等原因，其资产

主要系无偿划拨而来，且子公司的成立时间远久于母公司，本部对下属子公司主要行使

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因此通常情况下地方产投平台对下属子公司经营管理干预程度低，

或部分并表子公司仍由国资委直接考核或进行高管任命，因此，地方产投平台普遍存在

母弱子强的问题。尤其是对于控股上市公司的地方产投平台，合并口径良好的财务表现

往往是基于其控股了具有良好经营表现的上市子公司，其上市子公司对本部的信用支撑

则主要体现在本部持有的流通股市值。 

因此，地方产投平台作为典型的投资控股型企业，基于合并报表的财务指标并不能

反映出企业真实的信用水平，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资信”）建

议从母公司偿债能力角度出发的分析思路更能体现出其真实信用风险。即从偿债的角度，

联合资信认为本部偿债来源主要包括：（1）本部经营及投资活动现金流（包括本部经营

性资金回笼、子公司分红等）；（2）本部资产质量和流动性（是否持有上市公司及股权



质押空间）；（3）本部资金归集和再融资能力；（4）公司潜在的政府支持和可调用的外

部资源。基于以上思路，联合资信总结出以下地方产投平台常见信用风险特征。 

 

4、 地方产投平台常见的信用风险特征 

 

从本部经营及投资活动现金流入的角度来看，地方产投平台本部多数无经营性业务

及回款，主要行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重点项目投融资及管理职能，本部经营及投资性

回款主要来自子公司分红，对本部利息支出和股利支付覆盖程度低，偿债对再融资依赖

高。 

地方产投平台由政府依托当地优势产业组建，由于行政层级的不同、区域经济发达

程度和产业结构的差异，不同区域政府掌握的产业资源差异明显，导致地方产投平台控

股的经营性资产质量和盈利水平差异很大，业务板块零散。通常情况下，子公司的成立

时间远久于母公司，且地方产投平台通常被赋予助推当地优势产业发展、整合产业资源

和其他政府指定投融资任务的职能，导致多数地方产投平台本部基本无经营性业务或仅

从事贸易业务，下属子公司虽纳入合并范围，但本部对其经营管控能力和资金归集能力

弱。 

以表 3 所示的 6 家地方产业投资平台为例，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武汉产业投资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江集团”）、宿迁产业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均控股三个以上的业务，但并表的产业各有不同，涵盖产业包括药业、酒

业、机械制造、食品、地产、贸易等，均主要由子公司经营，除九龙江集团外，本部近

三年收入均未超过 10 亿元，而九龙江集团本部收入的快速增长则主要来自毛利率很低

的贸易业务。以联合资信选取的可从公开资料获取数据的 155 家地方产投平台样本数据

（以下简称“样本数据”）来看，81.29%的样本企业近三年本部营业收入加权值1小于 5

亿元。 

 

表3 部分地方产业投资平台业务范围、经营主体和职能定位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主体 业务范围 职能定位 

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 

中新药业（600329）、力生制

药（ 002393）、天药股份

（600488）、天津食品集团、

天津金耀集团、津联集团等 

医药生产、医药流通、公共

事业、食品业务、商品销售、

工程业务、其他业务等 

天津市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主

体，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

等，为天津市政府的重大产业项目投

融资主体 

镇江国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恒顺醋业（600305）、大东纸

业、镇江飞驰集团汽车等 

纸制品、道路桥梁建设、化

工、汽车、酱醋调味品、物

资能源等 

镇江市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和产业

投融资主体，承担市属国有企业改革

专项资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工作 

                                                             
1 近三年分别按照 20%、30%和 50%加权 



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辽宁成大（600739）、时代万

恒集团等 

电机和配件销售、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酒店经营、物业

管理、贸易、房地产、生物

制药等 

承担辽宁省国资委授权范围内的国

有资本市场化、专业化运作，持有国

有参股企业国有股权，接收并整合国

有资本退出企业剩余国有资产，优化

国有资产配置等任务 

武汉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裕大华纺织集团、武锅能源

集团、武汉雷神、武汉机床、

武汉工控资本等 

纺织服装、锅炉制造、军工

板块、现代服务业、其他制

造业 

承接武汉市地方国有工业的主体 

漳州市九龙江集团有限公司 

片仔癀（600436）、龙溪股份

（600592）、芗江进出口、九

龙江古雷投资集团、漳州投

资集团等 

药业、资金管理、机械制造、

贸易等 

漳州市政府重要的产业投融资主体

之一，九主要参与漳州市产业园区开

发和产业类项目投资，包括漳州古雷

港经济开发区开发、漳州圆山新城开

发和相关产业投资 

宿迁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洋河股份（002354）、宿迁同

创融资担保、宿迁科技创

业、洋河小贷、宿迁金融资

产管理、宿迁恒通融资担

保、江苏双沟集团等 

酒类销售、纺织与服装、类

金融等 

宿迁市重要的产业资产经营和金融

投资主体 

资料来源：联合资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因此，对于地方产投平台来讲，下属控股子公司上缴的分红收益为其较为稳定的偿

债资金来源，但从样本企业本部近三年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看，仅有 13.55%的样本

企业可以覆盖当期需要支付的股利和利息，大多数地方产投平台在没有资本金注入或资

产处置的情况下，主要依靠增量债务覆盖资金成本和投资需求。 

从地方产投平台本部资产质量和流动性来看，本部资产通常与同区域其他国有企业

的往来拆借、股权投资、产业基金投资和项目建设投资为主，投资期限偏长期，资产质

量一般，对于资金投向政府项目的产投平台，资金回款普遍较慢，整体资产流动性较弱，

本部资产与负债容易存在错配。 

地方产投平台本部资产构成以其他应收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持

有至到期投资、投资性房地产等为主，尤其以其他应收款及长期股权投资较为常见，从

样本数据来看，近三年地方产投平台本部其他应收款和长期股权投资合计占本部资产总

额比重均超过 50%的企业有 103 家，占比为 66.45%。具体来看，本部其他应收款主要

包括历史形成的与并表子公司或同区域其他国有企业的往来拆借，假如地方产投平台所

控股的子公司信用资质较弱，不具备独立融资能力，则通常由本部作为融资主体将资金

通过其他应收款拆借给并表子公司，因此结合科目具体明细以及被输血子公司所从事的

业务可以看出形成本部债务的业务主要源自哪个子公司（或业务板块），进而结合账龄

判断其回收的可能性及回款周期；而与同区域其他国有企业或政府的往来拆借则需具体

结合拆借方业务性质、账龄等特征，判断其资金用途，也一定程度可以看出该地方产投

平台与政府关系的紧密程度。 



另一方面，本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长期股权投资或其他股权类科目包含了本部大

部分的对外投资（含对子公司投资）信息，针对这些股权投资资产可依据其资产流动性

及资产质量进一步排序，未受限的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市值的资产质量及流动性，依次好

于盈利及分红稳定的优质未上市子公司/参股股权、底层资产优质的可以转让的产业基

金份额、处于培育初期的股权孵化项目、僵尸企业股权投资及其他回收存在不确定性的

基金或股权投资项目等。 

从样本企业来看，本部资产构成中非流动资产占比（加权值）超过 50%的企业有 131

家，而非流动负债占比（加权值）超过 50%的企业只有 71 家，多数存在资产负债结构

不匹配的情况，且地方产投平台本部资产的变现受股权投资、项目投资、历史项目清理

或政府等各种因素影响回款慢，资产流动性弱，普遍对再融资依赖明显。 

从地方产投平台本部对子公司管控能力来看，管控能力较强的集团企业对集团内资

源调集能力更强，一定程度对本部偿债形成支撑，具体可以从人员及资金的角度考察其

对子公司的管控。 

如前文所述，地方产投平台多数无经营性业务，本部利息支出和股利支付覆盖程度

低，本部资产通常与同区域其他国有企业的往来拆借、股权投资、产业基金投资和项目

建设投资为主，回款周期长，整体资产流动性较弱，本部资产与负债容易存在错配，偿

债依赖再融资。因此，在本部自身经营性回款、利息覆盖能力弱以及资产变现能力弱的

情况下，本部对合并范围内资金调度、对子公司管控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其本部的偿债形

成支撑。 

从管控的角度来看，联合资信认为可以主要从人员管控、资金管控等方面来判断本

部对子公司的综合管控能力。从人员管控来讲，子公司的董监高由本部直接任命并发放

薪酬可视为较强的人员管控，由于实际情况中子公司多由政府无偿划转，子公司董监高

的任命权仍由国资委发出，且董监高职级与本部平行，该种情况本部对子公司人事的管

控相对较弱。资金管控较为直接的体现出了本部与子公司的资金关系，通常情况下，拥

有财务公司的集团企业对下属子公司的资金调集能力和资金使用效率更强，其次本部资

金结算中心的设立、统借统贷的管理模式均能有效增强本部对子公司资金管控和调集能

力，相较之下，本部仅设立资金部或财务部，对本部资金归集频率低的集团企业，或者

对下属企业不进行资金归集管理的集团企业，其内部资金使用效率更低，也反映出了对

子公司较弱的管控特征。同时，也需考虑到地方产投平台对上市公司股权的质押受到国

资监管，本部可调用的子公司资金容易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从外部支持来看，地方产投平台与政府关系相对模糊，需结合其资金投向、资产构

成、所处区域的行政层级和职能定位来综合判断其可能获得的政府支持和金融资源，区

域隐性债务高企的情况下，当地其他国有企业的债务风险也将一定程度影响地方产投平

台的再融资。 

地方产投平台承担一定政府指定的投融资职能或改制任务，部分产投平台投融资决



策自主程度较低，且项目投资出于国企责任，无法产生经济效益；同时，部分企业处于

由城投向市场化经营的转型的过程中，因此相对典型的城投平台或者市场化经营的国有

企业来讲，地方产投平台业务更类似于半市场化运营，其资金投向决定了其与政府的绑

定程度，若本部投向公益性资产，则其获得区域内政府支持的可能性更大，若多投向经

营性业务，则其偿债更依赖自身的经营回款和资产变现。 

部分地方产投平台承接了一定的政府公益性项目，这类业务的投入资金大、建设周

期长、回款时间不确定性较大，但该类企业对区域民生工程影响大，较高比例的公益性

资产也一定程度反映出平台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更加紧密，可能得到的政府重视程度高，

支持力度和救助意愿强。同时，对于自主投资决策能力较高或未承担公益性项目的地方

产投平台，历史来看获得的政府支持及补助相对一般，其偿债更应关注地方产投平台投

资标的的质量和流动性以及控股经营性业务竞争力，同时其投资回款自主性及可持续发

展能力也更强。 

此外，地方产投平台作为国有企业，其所处区域的行政层级、经济活跃度、产业资

源结构、政府财力和金融资源的完善程度，一定程度反应了政府支持的潜力和可操作性，

即政府是否有资源、有能力加大对平台的支持力度（如资产或股权注入），也反应了当

企业所处财务困境时是否可及时获得政府的救助和金融资源。一般来讲，经济发达区域

的省属产投平台可以获得的优质产业和资产更多，下属企业经营效益更好；而地、市级

的产投平台持有的产业资源较为单一。此外，部分区域债务风险的发酵、二级市场债券

价格波动也会对当地产投平台的再融资形成较大影响，进而导致区域城投及主要国企续

债困难。因此，尤其需要关注部分区域隐性债务高企的地区和经济发展程度低、行政层

级低的区域，即使政府救助意愿强烈，但其救助能力受制于偏弱的经济财政实力和金融

资源，处于财务困境时，或面临一定偿债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