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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江西万年青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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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光大证券”）编制。光大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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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所作的承

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光大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

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光大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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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xi Wannianqing Cement Co.,Ltd.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2】1212号”文核准。核准发行人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10

亿元（含10亿元）的公司债券，其中第一期发行规模为5亿元。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本期公司

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 

12江泥01，112112。 

3、发行规模 

人民币5亿元。  

4、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期限 

5年期。  

6、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债券利率 

票面利率7.05%，本期公司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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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起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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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10月18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10、付息日 

2013年至2017年间每年的10月18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兑付登记日 

按照深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

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

期利息。 

12、兑付日 

2017年10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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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支付金额 

本期公司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

日收市时各自所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之和，于兑付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

到期最后一期利息及票面总额的本金。 

14、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5、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公

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6、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公司

债券的跟踪信用等级为AA。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

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17、债券受托管理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用于归还银行借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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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xi Wannianqing Cement Co.,Ltd.  

注册资本：613,364,368 元  

住 所：江西省万年县  

法定代表人：江尚文  

成立日期：1997 年 9 月 5 日  

上市日期：1997 年 9 月 23 日  

股票简称：万年青  

股票代码：000789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 399 号 

董事会秘书：方真 

互联网网址：www.wnq.com.cn 

公司经营范围为：水泥、熟料的生产与销售；水泥技术咨询；设备、房产

租赁；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电产品及配件、技术的销售、出口、

进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15 年度经营情况 

2015 年，水泥行业经历了投资增长乏力、化解产能过剩和节能减排并重、

房地产市场调整带动房地产投资持续下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水泥市场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区域市场竞争更加激烈，经营风险和经营难度不断加大。在此背景下，

公司不彷徨、不懈怠，团结一心，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多项指标取得历史性突

破。受宏观经济及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影响，全国水泥市场需求持续下滑，水泥售

价一路下行，11 月份江西更是出现历史少见的多雨天气，水泥价格行情旺季骤

降。公司董事会凝心聚力，引领全体员工锐意进取，苦练内功，真抓实干，克服

了诸多不利因素，产、销量取得了逆势上扬的良好局面。在全国、全省水泥销量

同比分别下降 4.95%和 4.19%的背景下，公司产品销售同比增长 4.55%，实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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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务收入 55.83 亿元，企业效益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实现了“十二五”的圆满收

官。 

公司全年共生产水泥 2141.16 万吨，同比增长 4.55%；生产熟料 1518.73 万

吨，同比增长 6.66%；销售水泥产品（含熟料）2,247.29 万吨，同比增长 4.55%；

销商品混凝土 366.22 万方，同比下降 13.70%。 

由于市场需求持续低迷，销售价格连续下探的影响，公司 2015 年营业收入

558,302.81 万元，同比下滑 16.46%。 

三、发行人 2015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合计 900,807.51  883,661.37 1.94% 

负债合计 492,194.66  463,303.43 6.2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63,621.45  251,027.93 5.02% 

少数股东权益 144,991.41  169,330.01 -14.3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558,302.81  668,275.87 -16.46% 

营业利润 39,888.72  99,060.74 -59.73% 

利润总额 46,743.87  109,106.28 -57.16% 

净利润 34,291.68  87,601.34 -60.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860.87  54,993.23 -54.7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9,529.63 99,763.38 -20.2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478.69 -55,913.82 34.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67.95 -37,106.97 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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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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2 号文批准，于 2012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2 年 10 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5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款项共计人民币 4.98 亿元，

已于 2012 年 10 月 23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已经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2012）中磊验 A 字第 0029

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

拟安排其中人民币 4.8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剩余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营运

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止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

露的用途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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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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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5 年度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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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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付息情况 

2013 年至 2017 年间每年的 10 月 18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

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2015 年度内，由于约定的付息日 2015 年 10 月 18 日为休息日，发行人已于

顺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即 2015 年 10 月 19 日支付完毕 2014 年 10 月 18 日至 2015

年 10 月 17 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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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10 日出具了《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6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本期公司债券

跟踪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级，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级，详细情况敬

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

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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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负责处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

变动情况 

本年度万年青负责处理与本期公司债券有关事务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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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余额，不存在逾

期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5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

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5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本页无正文,为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⒛ 12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⒛ 15年度 )》 之盖章页 )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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