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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的《重庆

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意见。招商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

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

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券不承担

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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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20 亿元人民币。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债券，同时附加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6.20%，债券存续期前五年固定不变。 
5、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

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若债券持有人在第 5 年末行使回售权，

所回售债券第 5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一起支付。 
6、发行首日或起息日：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0

年 12 月 9 日。 
7、付息日：公司债券的利息自发行之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11 年至 2017 年间

每年的 12 月 9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8、本金兑付日：2017 年 12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工作日）。 
9、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1、债券担保情况：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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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是经国务院国家体改委体改生字[1997]127 号文批准，由重庆钢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重钢集团”）作为唯一发起人于 1997 年发起设立。发行

人于 1997 年 8 月 11 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 
根据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同意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

股的批复》（证委发[1997]55 号）及原国家体改委《关于同意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

司转为境外募集公司并上市的批复》（体改生[1997]132 号），发行人于 1997 年 10
月在香港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7]23 号），发行人于 2007 年 2 月 6 日向境内公众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5,000 万股，并于 2007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主营范围包括：生产、加工、

销售板材、型材、线材、棒材、钢坯、钢带。其主要钢铁产品有：板材、热卷、棒材

及线材。 

二、发行人 2015 年经营情况 
1、总体经营情况 
2015 年，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和整个钢铁行业的萎缩，以及自身生产、管理成

本高企，致使公司面临生产经营雪上加霜的险恶境况。为确保公司经营正常，公司

董事会负重前行，全体董监高勤勉尽责，建立完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全力推进帮

助企业脱困突围的各项工作举措。公司经营管理层围绕“调结构、降成本”的经营

方针采取了十项降本增效举措；同时，公司扩大了区域市场销售比例，全年实现了

热卷本地市场占有率 90%以上和中厚板本地市场占有率 50%左右的销售目标；此外，

公司极力改善品种结构，全年共开发新产品 16 个，新产品及特殊要求产品开发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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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达到 26.10 万吨（其中新产品 8.5 万吨），实现产值 6.8 亿元。容器板、耐磨板、

桥梁板等重点产品销售比重及重庆区域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船板比例降低至 65%，

比 2014全年低 10%；在质量管控方面，公司全年主要质量指标目标完成率为 92.59%，

较去年提高 5.49 个百分点。 
2、主营业务构成及经营情况 
2015 年，公司共生产焦炭 174 万吨、铁 352 万吨、钢 359 万吨、钢材 330 万吨，

分别比去年同期下降 19.7%、20.6%、17.3%、17.7%。因钢材市场持续低迷，钢材价

格深度下跌，公司销量及售价同比大幅下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8,350,022 千

元，同比下降 31.81%。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钢铁行业 8,322,292 10,504,616 -26.22 -31.31 -16.56 -22.31 

主营业务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钢材坯 7,767,538 9,937,755 -27.94 -30.83 -16.52 -21.94 
副产品 554,754 566,861 -2.18 -37.29 -17.25 -24.75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西南地区 4,205,079 / / -10.70 / / 
其他地区 4,117,213 / / -10.70 / / 
合计 8,322,292 / / -31.81 / / 

三、发行人 2015 年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5 年度财务报告，截至 2015 年 12 年 31 日，公司总资产 392.28

亿元，较 2014 年末减少了 16.18%。2015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3.50 亿元，利润总

额-59.69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9.87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1.35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85.76%。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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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单位：千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计 39,228,079 47,152,433 -16.81% 
负债合计 35,219,932 37,159,307 -5.22% 
股东权益合计 4,008,147 9,993,126 -59.8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988,873 9,973,914 -60.0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单位：千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度 增加率 

营业收入 8,350,022 12,245,057 31.81% 
营业利润 -9,284,893 -2,843,310 -226.55% 
利润总额 -5,969,213 54,540 -11,044.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87,248 51,431 -11,741.32% 

3、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单位：千元） 
项目 2015 年末 2014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8,179 2,796,783 -16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3,201 -1,559,477 139.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6,545 -1,611,908 158.7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3,772 -372,913 6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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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89 号文批准，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1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 1,960,000,000 元，已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对此出具了编号为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 327 号的验资报

告。 
根据发行人 2010 年 12 月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发

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约 20 亿元，其中债券所募集资金的 15 亿元拟用于偿还商业银

行贷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签署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从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来看，公司没有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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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5 年度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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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0年 12月 9日。

公司债券的利息自发行之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11 年至 2017 年间每年的 12 月 9 日

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延）。 
2015 年度，发行人已于 2015 年 12 月 9 日按约定足额、及时地支付了“10 重

钢债”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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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由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富”或“担

保人”）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是重庆市政府打造的集金融创新与资产管

理于一体的资本运作平台，是重庆地区集银行、证券、信托、担保、租赁为一体的地

方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其注册资本为 1 亿00.00 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剑铭，公司

注册地为重庆市北部新区黄山大道东段 198 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市政府授权范围

内的资产收购、处置及相关产业投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

代理，企业和资产托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取得前置审批的，在未取得审批前不

得经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担保人合并报表总资产规模为 2,041.62 亿元，所有者

权益为 792.93 亿元；2015 年 1~9 月内，担保人（合并口径）实现利润总额 153.32
亿元。担保方重庆渝富年收入呈现快速增长，资产规模大幅扩张，综合实力很强，

对本次公司债券的担保能力很强，信用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重庆渝富的担保

可为本期债券的到期偿付提供较为有力的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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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信用评级机构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于 2016 年 4

月出具了《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6）》，该报

告主要内容如下： 
钢铁行业未来短时间内钢铁行业仍将处于产能过剩、竞争激烈态势，下游市场

需求大幅增长的可能性较低，行业景气度依然低迷，公司仍面临一定的经营压力。

跟踪期内虽然公司债务规模有所下降，且以长期债务为主，但资产负债率仍处于较

高水平，财务杠杆比率较高，财务结构稳健性欠佳；收入的大幅下滑使得公司经营

性业务继续处于亏损状态，且亏损幅度加大，盈利能力持续下降；受大幅亏损影响，

公司偿债能力指标趋弱；公司对外担保余额较大，且存在多起未决诉讼，面临一定

的或有负债风险。 
基于上述情况，中诚信证评维持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级别 AA-，评

级展望为负面，维持“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公司债券”级别为 AAA，该

级别同时考虑了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渝富”）提

供的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所起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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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 2015 年年度报告，2015 年度内，发行人的董事会秘书

为游晓安先生，未发生变动情况；证券事务代表为彭国菊女士，未发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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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2015 年度内，发行人为三峰靖江港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上述担保事项均

经发行人董事会表决通过（其中部分担保事项经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该等担保由靖江物流公司的其他股东按其比例对本公司提供了反担保。截至2015年末，

发行人对其的担保余额为 8.11 亿元。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涉诉案件 68 起，涉诉金额约 9.7 亿元，其中：

已履行/执行完毕案件有 10 起，涉诉金额约 3.5 亿元；已和解正在履行的案件有 15 起，

涉诉金额约 2.3 亿元；已撤诉案件 3 起，涉诉金额约 2400 万元；已判决生效正在执行及

审理中案件 40 起，涉诉金额约 3.7 亿元。 
主要未决诉讼 3 起，涉诉金额约 2.09 亿元，具体情况如下： 
（1）2015 年 10 月，二重集团（德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德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起诉公司拖欠合同货款，请求法院判决公司偿还合同欠款 1.03 亿元以及至实际执行

日的违约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2）2015 年 11 月，重庆通汇煤炭洗选有限责任公司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

诉公司拖欠合同货款，请求法院判决公司偿还合同欠款 0.78 亿元以及支付从逾期付款

之日起至付清货款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 4 倍计算的逾期付款违

约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3）2015 年 12 月，黄冈楚和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向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公司拖

欠合同货款，请求法院判决公司偿还合同欠款 0.28 亿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该

案件正在审理之中。 

三、相关当事人 
2015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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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 年度）》

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