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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曾经重庆“八大投”之一的能投申请破产重整。2022 年 4
月 11 日，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能
投”）及其子公司等 16 家企业，以已具备破产原因但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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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pf@cspengyuan.com

整价值及可行性为由，分别向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
破产重整，并同时提出预重整申请。重庆能投系重庆“八大
投”之一，自 2002 年起为发展地方经济、化解地方债务重庆

更多研究报告请关注“中证鹏元”
微信公众号。

城投公司经历了两轮大整合，重庆能投已转型成经营性国企。
中证鹏元认为，虽然市场对重庆能投的破产早有预期，但
省级国企的破产仍可能会对当地融资环境造成一定影响。在
化债的大背景下，城投平台转型为经营性国企是大势所趋，
重庆能投的破产削弱了经营性国企的信仰。在城投转型为经
营性国企的进程中，重庆能投不会是孤例，投资者需要更多
关注企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及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市场意识
与发展理念。
从政策导向看，清退无偿债能力平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2018 年 9 月，中央提出对严重资不抵债失去清偿能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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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2021 年 4 月，
中央重提城投破产，多省发文响应。政府打破城投刚兑的态
度进一步强化，短期来看，出于维稳考虑城投主动打破刚兑
意愿较低，但经营性国企破产已拉开序幕；长期来看，打破
城投刚兑已是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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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11 日，重庆市 16 家国有企业以已具备破产原因但具有重整价值及可行性为由，分别向重
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并同时提出预重整申请。目前重庆能投正在形成重整方案，预重整
是否被法院备案登记、重整是否被法院受理尚存在不确定性。
申请破产重整企业名单
公司名称

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能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永荣矿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南桐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能投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能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天弘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天府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能投商贸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旗能电铝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顺安爆破器材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能投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云能发电有限公司

重庆能投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丰都县发电有限公司

重庆能投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巴山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能投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甘洛县工棚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能投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根据 Wind 数据，截至 2021 年 6 月末，重庆能投总资产 824.73 亿，2020 年全年净利润亏损达 18.18 亿，
2021 年上半年亏损 2 亿，资产负债率为 73.65%。根据企业预警通数据，截至 2021 年 6 月末重庆能投有息
债务 226.71 亿元，长期债务 192.1 亿元，其中银行借款 7 笔、融资租赁 17 笔，目前重庆能投无存续债券。

一、重庆能投的演变史与重庆市隐债发展史高度相关
随着隐债积累及化解政策的逐步推进，重庆能投完成了组建、产业化转型、破产重整的演变，演变路
径与隐债发展高度相关
2001 年黄奇帆入渝，着手整合政府资产，自 2002 年起重庆市逐步形成“8+1”格局，即“重庆八大投”
——建设（后为能投）、城投、地产、高发司、开投、高投（后为交旅）、水投、水务八大政府性投资集
团和提供融资整合支持的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2000-2010 年，重庆市 GDP 从 1,791 亿元增
长至 7,925.58 亿元，财政收入从 87.24 亿元增长至 952.07 亿元，但债务规模也持续扩大。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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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重庆开始城投转型的试水，建投合并重庆煤炭集团和重庆燃气集团组建重庆能投，借助电力
市场化改革的机会，转型为煤电气等领域的经营性国企。
2010 年 6 月 10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2010〕
19 号），各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开始规范融资平台的债务约束和转型。2012 年起，重庆“八大投”转
为“五大投”，此次转型目标除兼并重组、降低债务、提高运营效率外，更重要的是调整产业结构，将城
市基础设施占比降到 30%，提高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同时引导民营经济集群发展，从而提供当地经济发展
质量、解决隐债问题。
2014 年 9 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 号）文件，政
府与融资平台间的债务首次清晰。重庆市通过发行置换债券、出让土地、政府购买服务、PPP 模式化解债
务，但实质上只实现了不计债务额度、展期支付，最终仍然需要财政、平台偿还。
从“八大投”到“五大投”，转向市场化或准公益性业务，重庆市级平台”城投属性”全面削弱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2020 年底，重庆政府关停了重庆市全部煤矿，重庆能投旗下 14 个煤矿实施关闭退出，核定淘汰煤炭产
能共计 1150 万吨/年，完成时间原则上为 2021 年 6 月底，重庆能投融资直接受创。2021 年 3 月 1 日，重庆
能投向公司债委会致“重大事项报送函”称，当日到期的平安银行银行承兑汇票和浙商银行信用证无资金
归还，已形成违约，涉及金额共 9.15 亿元。
2022 年 4 月 11 日，重庆能投为妥善化解债务风险，向法院申请重整。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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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投转型的隐忧：向经营性国企转型之路困难重重，重庆能投不会是孤例
市场关心重庆能投是否会成为下一个“永煤”。从重庆能投的动作来看，其申请进行的是破产重整而
非破产清算，虽然破产清算与重整都是在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况下启动的，但破产重整的前提是法人企业仍有挽救的希望，并获得各方利害关系
人的协商同意。
且有永煤事件影响河南省的城投融资、青投违约影响青海省融资的前车之鉴，重庆市做为中西部地区
唯一的直辖市，面临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巨量存量债务滚动需求及化债需求，对自身融资环
境的重视不言而喻，出现逃废债的概率微乎其微。但重庆能投系重庆市重要的省级国企，突然破产重整，
对当地的融资环境或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
对于城投转型的经营性国企而言，市场的信仰进一步弱化。为了化解隐性债务、发展当地经济，重庆
能投经历了从城投公司到经营性国企的转变，在化债进程中城投公司从融资平台向经营性国企转变是大势
所趋。对于此类经营性国企而言，由于业务模式发生了改变，城投信仰无法延续，重庆能投的破产更是进
一步削弱了国企信仰。
重庆能投的转型之路是整个城投行业的发展缩影，标志着由过去的“资本型”增长转向“运营型”增
长，“资本型”增长更多依靠的是时代红利，而“运营型”增长除了基于现有产业外，则更依赖于地方政
府的管理水平、市场意识与发展理念，即使是重庆能投这样当地唯一省级投资煤炭、燃气、电力等能源核
心产业的专业投资公司，也会因经营不善而申请破产，在未来城投平台转型进程中，相信重庆能投不会是
孤例。

三、政策动态：清退无偿债能力平台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2018 年 9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
提出，对严重资不抵债失去清偿能力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坚决防止“大
而不能倒”，坚决防止风险累积形成系统性风险。2021 年 4 月，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21〕5 号】提出，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
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多省份沿用此表述。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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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城投及国企清算文件梳理
省份
四川省

湖南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云南省

时间
2022 年 2 月

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10 月

文件
《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主要内容
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加
快推进市场化转型，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
重整或清算。
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加
快推进市场化转型，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
重整或清算。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

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

于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严禁新设

革的实施意见》

各类融资平台公司。

《关于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深

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

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

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施破产重整或清算。
清理规范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进一步加强融资平台公司

江苏省

2021 年 9 月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深化预算

经营性债务管理。有序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

管理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型，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对失去清偿能力的要依法实
施破产重整或清算

贵州省

山东省

2021 年 9 月

2020 年 2 月

《贵州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

对严重资不抵债、失去清偿能力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

法》

业，要依法实施破产重组或者清算

《关于推进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市场化转型发展的意见》

分类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对“空壳类”平台
公司、在妥善处置存量债务、资产和人员等基础上，依
法清理注销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证鹏元整理

当前城投非标违约已经常态化，中央及各地方政府重提城投破产重组或清算，并强调切断政府与城投
的新增债务联系，强化打破城投刚兑的态度。同时，文件提出推动城投业务转型，意在增强城投自身造血
能力，通过业务与政府的切断进一步切断债务联系。短期来看，考虑到城投公司破产对市场的巨大冲击及
维护稳定的必要性，城投公司主动打破刚兑的意愿较低，但经营性国企破产已拉开序幕；长期来看，为了
打破政府兜底的幻觉，未来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城投公司破产重整乃至破产清算。
综合来看，重庆能投向经营性国企的转型以及申请破产重组，都是符合政策导向的选择，这是给投资
者们上的一课，也是给正在转型或准备转型的城投公司及地方政府上的一课。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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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本公司的当然客户。

◼

本报告基于我们认为可靠的公开信息和资料，但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均不作任何保证。
需要强调的是，报告中观点仅是相关研究人员根据相关公开资料作出的分析和判断，并不代表公司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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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中的内容和意见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对所述证券的买卖出价。投资者应根据个人投资目标、财
务状况和需求来判断是否使用报告所载之内容和信息，独立做出投资决策并自行承担相应风险。本公
司及其雇员不对使用本报告而引致的任何直接或间接损失负任何责任。

◼

本报告版权仅为本公司所有，未经事先书面同意，本报告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印、传送或出版作任何用
途。任何机构和个人如引用、刊发本报告，须同时注明出处为中证鹏元，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任何有
悖原意的引用、删节和修改。合法取得本报告的途径为本公司网站及本公司授权的渠道，非通过以上
渠道获得的报告均为非法，本公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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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531-88813810

电话：028-82000210

电话：029-88626679
传真：029-88626679

郑州

香港

地址：郑州市金水区行健街 6 号

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39
号丰盛创建大厦 10 楼 1002

总机：0371-60308673

电话：+852 36158342

传真：0371-60308673

传真：+852 35966140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免责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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