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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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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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泰君安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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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380号文核准，本次债券基本情况如下： 

1、债券名称：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

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13华域01，122277；13华域02，122278。 

3、发行主体：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华域汽车”）。 

4、债券期限：本次债券分为2个品种，分别为2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和5年期固

定利率品种。其中，5年期品种，附发行人第3年末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5、发行总额：40亿元 ，其中2年期品种为12亿元，5年期品种为28亿元。 

6、票面金额：100元 。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 

8、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2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5.60%，5年期品

种票面利率为5.72%。2年期品种在债券存续期内利率固定不变。5年期品种在债

券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在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

在债券存续期限后2年固定不变。 

9、利率上调选择权：对于5年期品种，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

的第3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前的第30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次债券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0、回售条款：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次债券全部

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公司。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

司将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公司发出关

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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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

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决定。 

11、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在

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其中，5年期品种，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在2018年11月

18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

金在2016年11月18日兑付，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在2018年11月18日兑付。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

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

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

额的本金。 

12、债券起息日、付息日和到期日： 

本次债券2年期品种的起息日为2013年11月18日，在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

的11月18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5年期品种的起息日为2013年11月18日，在

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的11月18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本次债券2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5年每年的11月18日。5年期品种

的付息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1月18日；若

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6年

每年的11月18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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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本次债券2年期品种的到期日为2015年11月18日；5年期品种的到期日为2018

年11月18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2016年11月

18日。 

13、担保情况：本次债券无担保。 

14、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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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15、跟踪评级结果：中诚信通过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2013年

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评定华域汽车主体长期信用评级等级为AAA，本次公司

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 

16、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

金及投资于资本性支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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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13 华域 01”、“13 华域 02”的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对发行人履行募集

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义务以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

关文件的规定，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内外部增信

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了债券持有人

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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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HUAYU Automotive Systems Company Limited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489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威海路 489 号 

法定代表人：陈虹 

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A 股） 

股票简称：华域汽车 

股票代码：600741 

信息披露报刊名称：《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董事会秘书：茅其炜 

联系电话：021-22011701 

传真：021-22011790 

电子信箱：huayuqiche@hasco-group.com 

邮政编码：200041 

互联网地址：www.hasco-group.com 

经营范围：汽车、摩托车、拖拉机等交通运输车辆和工程机械的零部件及其

总成的设计、研发和销售，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整机的设计、研发和销售，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和服务，实业投资，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企业经营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件经营）。 

二、发行人2016年度经营情况 

1、总体经营情况 

2016 年，公司坚持“零级化、中性化、国际化”发展战略，面对错综复杂的

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先抑后扬的国内汽车市场走势，积极应对，稳中求进，较好把

握国内汽车市场下半年提速增长的机会，快速反应，及时调整，保质保量满足整

车客户配套供货需求，确保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同时，公司持续推进汽车内饰、

轻量化铸铝等核心业务的国际经营，海外业务整体运营平稳、市场拓展加速，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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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稳中有升向好态势。公司圆满完成 2016 年各项工作任务，实现“十三五”良

好开局。2016 年按合并报表口径，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242.96 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 17.8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0.7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6.11%。 

2、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单位：亿元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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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外饰件 822.21  705.23  14.23 23.14 21.54 增加 1.14 个百分点 

金属成型和模具 65.95  56.17  14.83 1.88 3.49 减少 1.32 个百分点 

功能件 255.65  218.29  14.61 8.44 8.05 增加 0.31 个百分点 

电子电器件 32.53  26.87  17.4 29.98 28.7 增加 0.82 个百分点 

热加工件 10.73  8.88  17.27 -21.03 -24 增加 3.23 个百分点 

合计 1,187.07  1,015.44  14.46 17.91 16.83 增加 0.79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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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内 900.65  762.07  15.39 2.39 0.93 
增加 1.23 个百分

点 

国外 286.42  253.37  11.54 125.27 122.13 
增加 1.26 个百分

点 

合计 1,187.07  1,015.44  14.46 17.91 16.83 
增加 0.79 个百分

点 

注：公司顺利完成延锋公司与美国江森自控全球汽车内饰业务重组工作，成立由公司控股70%

的、全球最大的汽车内饰系统供应商——延锋内饰公司，相关海外内饰业务纳入延锋内饰公

司，导致海外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毛利率等数据产生较大变化。 

3、核心竞争力分析 

（1）配套市场的先发优势 

公司伴随中国汽车零部件的国产化进程发展壮大，具备显著的先发优势和

QSTP（质量、服务、技术、价格）的综合优势。其中内外饰件板块中的仪表板、

汽车座椅、气囊、保险杠等产品以及功能性总成件板块中的稳定杆、摇窗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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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轴、空调压缩机、转向机等产品的细分市场占有率均居于国内前列。经过多年

发展和积累，公司已与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一汽大众、长安福特、神龙汽车、

北京现代、东风日产、上汽乘用车、长城汽车、江淮汽车、吉利汽车等国内主要

整车企业建立了良好的长期合作关系，客户资源覆盖面广且结构完善。部分产品

已成功进入北京奔驰、华晨宝马、一汽奥迪等中高端整车品牌的国内配套体系。 

近年来，在深耕国内汽车配套市场保持领先优势的同时，公司积极推进核心

业务的国际化发展，逐步建立在相关业务领域的全球市场领先地位。公司所属延

锋公司完成对美国江森自控公司（现为美国 ADIENT 公司）全球内饰业务重组，

形成由公司控股 70%的、全球最大的汽车内饰公司——延锋内饰公司，现生产基

地主要分布中国、北美、欧洲、南非、东南亚等区域，主要覆盖奔驰、宝马、福

特、大众、通用等全球整车企业，2016 年该公司在全球汽车内饰市场占有率保持

第一，并努力成为客户首选的汽车内饰合作伙伴。此外，公司轻量化铸铝、油箱

系统及汽车电子等部分优势业务和产品也已进入欧、美、韩、澳及东南亚等地区

市场。 

（2）精益运营的管理优势 

公司紧跟行业发展趋势，利用与国际零部件企业合作的有利条件，通过学习

先进的管理经验，逐步形成自身的精益管理体系，运营管理能力较为突出。公司

以精益运营理念推进标准化工厂建设，公司已在延锋汽车饰件系统有限公司、上

海纳铁福传动系统有限公司、上海小糸车灯有限公司等 7 家企业建成 8 个精益管

理标杆工厂，在全员参与、标准化、质量、缩短交付周期和持续改进方面起到良

好示范作用。公司已成为国内精益管理的标杆企业，在全球同行中也处于较高水

平。 

（3）自主研发的相对优势 

公司主要所属企业较早引入国际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先进工艺和技术，由本土

研发团队不断消化吸收再创新，已形成较为完整的自主研发体系及本土化同步开

发能力。公司已将研发能力的提升作为核心工作，为各所属企业制定了具有针对

性的技术发展路线。目前，延锋公司、小糸车灯、亚普油箱等所属企业已形成具

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自主研发能力。 

（4）产能布局的整体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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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区域布局广度及集群效应在国内汽车零部件行业处于领先地位。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在全国 22 个省、市、自治区设立有 295 个研发、制造和服务基

地，在美国、德国、泰国、俄罗斯、澳大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墨西哥、

加拿大、南非、日本、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设立有 79 个生产制造（含研发）

基地，为国内外众多整车客户提供优质的本土化研发和供货服务，已形成较为完

善的国内外产业布局，具备产业集群优势。 

三、发行人2016年度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后） 

2014 年 12 月 31 日

（重述后） 

资产总计 10,761,171.35  9,098,293.26  6,324,157.35 

负债合计 6,176,806.14  5,387,720.18  3,472,419.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3,809,676.86  3,065,605.93  2,361,871.35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84,365.21  3,710,573.08  2,851,738.1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重述后） 

2014 年度 

（重述后） 

营业总收入 12,429,581.30  10,549,940.63  7,397,259.23 

营业利润 941,363.31  770,845.54  678,237.78 

利润总额 986,078.18  833,577.38  698,194.14 

净利润 858,232.69  738,539.43  619,551.4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07,575.86  523,256.63  445,572.1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重述后）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37,528.68  663,085.42  609,406.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722.17  -117,593.65  -29,865.7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1,087.85  -506,713.45  -357,329.1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44,620.26  39,385.36  221,89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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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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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380号文批准，公开发行

了人民币4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

资金，已于2013年11月21日汇入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在南京银行上海分行

开设的账户内，账号为03010120030010418。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已针对上述到账款项进行了验证，并于2013年11月27日出具了编号为德师

报（验）字（13）第0395号的验资报告。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投资于资本性支出项目。其中，本次债券的

募集资金中15亿元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25亿元拟用于收购华域汽车控股子公司

延锋公司50%的少数股东权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行人已严格按照募集说

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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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次债券无担保。 

  



 

11 

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6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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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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根据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本次债

券2年期品种“13华域01”的起息日为2013年11月18日，在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

的11月18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5年期品种“13华域02”的起息日为2013年11

月18日，在该品种存续期限内每年的11月18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本次债券

2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5年每年的11月18日。5年期品种的付息日，若

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1月18日；若投资者部分或

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6年每年的11月18

日；未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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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本次债

券2年期品种“13华域01”的到期日为2015年11月18日；5年期品种“13华域02”的到

期日为2018年11月18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6年11月18日。 

发行人于2016年10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华

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华域02”公司债券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根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13华域02”债券回售申报的统

计，回售申报有效数量为0手，回售金额为0手。 

发行人于2016年11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发布了《华

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13华域02”债券2016年付息公告》，并于2016年11月

18日支付了本次债券5年期品种自2015年11月18日至2016年11月17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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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出具的《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

告（2017）》。中诚信通过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2013年公司债券

进行跟踪评级，评定华域汽车主体信用评级等级为AAA，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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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为茅其炜。2016年度，发行人董事会秘书未发生变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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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