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CHONGQING CHANGAN ATUOMOBILE CO., LTD. 

（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 260 号） 

股票简称：长安汽车、长安 B 

股票代码：000625、200625 

 

 

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6 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二○一七年五月 



 

1 

重 要 声 明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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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对报告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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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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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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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2 

目 录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3 

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7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0 

第四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11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12 

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3 

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14 

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15 

 



 

3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债券名称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2 年 3 月 22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388 号文核准，重庆长安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19.80 亿

元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简称为“12 长安债”，代码为

112079。 

四、发行主体 

12 长安债的发行主体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 

12 长安债的存续期限为 5 年。 

六、发行规模 

12 长安债采取一次发行的方式，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19.80 亿元。 

七、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按票面金额发行。 

八、债券利率 

12 长安债票面年利率为 5.30%，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采取单利按年计



 

4 

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九、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12 长安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二）起息日 

自 2012 年 4 月 23 日开始计息，12 长安债存续期限内每年的 4 月 23 日为该

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三）付息日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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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兑付日 

2017 年 4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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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五）计息期限 

自 2012 年 4 月 23 日至 2017 年 4 月 22 日。 

（六）支付金额 

12 长安债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一年期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

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 12 长安债票面总额与票面年利率的乘积。 

12 长安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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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有的 12 长安债票面总额及最后一年期利息。 

十、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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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长安债由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一、信用评级情况 

（一）12 长安债发行时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4 日出具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联合评字[2012]006 号），发行人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12 长安债信用等级为 AAA。 

（二）12 长安债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15 日出具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分析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12

长安债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3 年 6 月 17 日出具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分析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12

长安债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4 年 6 月 17 日出具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分析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12

长安债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5 年 6 月 12 日出具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分析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12

长安债信用等级为 AAA。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2016 年 6 月 15 日出具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12 长

安债信用等级为 AAA。 

在 12 长安债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对公司主体信用和 12 长安债进

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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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12 长安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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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2016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长安汽车成立于1996年10月31日，系以长安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作为

独立发起人，以其与微型汽车及发动机生产相关的经营性净资产及其在重庆长安

铃木汽车有限公司的股权，折股506,190,000股投入，并以募集方式向境外投资者

发行境内上市外资股（B股）250,000,000股而设立。公司设立时总股本为

756,190,000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4,802,648,511股。公司控股

股东为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40.88%的股权，通过全资

子公司中汇富通（香港）投资有限公司持有0.94%。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国南方

工业集团公司。 

公司所属行业为汽车制造业。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制造、销售汽车（含

轿车），制造汽车发动机系列产品。一般经营项目：汽车（含小轿车）开发、汽

车发动机系列产品的开发、销售，配套零部件、模具、工具的开发、制造、销售，

机械安装工程科技技术咨询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开发、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

硬件产品，计算机应用技术咨询、培训，计算机网络系统设计、安装、维护，代

办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委托的电信业务。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2016年，中国汽车市场产销规模再攀新高，全年累计产销双超2,800万辆，

同比增长分别为14.5%和13.7%，并再次刷新全球单一市场的历史纪录，连续八

年稳居全球第一大汽车市场；在全球市场所占比重已由四分之一强向接近三分之

一迈进，一个3,000万辆级的汽车市场已经成型。2016年，乘用车产销继续保持

平稳增长态势，分别完成2,442.1万辆和2,437.7万辆，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15.5%

和14.9%。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长安汽车创新战略管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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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与合资“两条腿”走路，扎实实施事业领先计划，主要战略目标全面达成，汽

车产销创历史新高，突破306万辆，市场份额10.9%，保持行业第四的地位，在全

球拥有超过1,400万用户。同时自主乘用车的品牌、产品与技术和体系力不断增

强，为长安汽车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坚定了长安汽车打造世界一流汽

车企业的信心和决心。 

长安汽车实施事业领先计划，努力打造世界一流汽车企业。抓住未来十年关

键的战略机遇期，特别是抓住未来3-5年，实现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坚持

自主与合资“两条腿”协同发展，加快自主板块发展，努力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的

根基，同时进一步加强合资合作，创新合资合作发展道路。坚持以中国市场为主

体，积极、稳健开拓海外市场。以新能源技术等为突破口，以信息化技术创新为

手段，加快长安汽车从传统制造企业向现代制造服务型企业转型。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增减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合计 6,599,757.52 5,162,420.81 1,437,336.71 27.84% 

非流动资产合计 4,051,289.85 3,778,978.06 272,311.79 7.21% 

资产总计 10,651,047.37 8,941,398.87 1,709,648.50 19.12% 

流动负债合计 5,999,428.29 5,027,869.07 971,559.22 19.32% 

非流动负债合计 316,303.13 496,167.53 -179,864.40 -36.25% 

负债合计 6,315,731.42 5,524,036.59 791,694.83 14.3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357,381.24 3,438,518.91 918,862.33 26.72% 

少数股东权益 -22,065.29 -21,156.63 -908.66 -4.29%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35,315.96 3,417,362.27 917,953.69 26.86%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增减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7,854,244.18 6,677,158.05 1,177,086.13 17.63% 

营业成本 6,448,760.59 5,340,671.07 1,108,089.52 20.75% 

营业利润 945,817.15 958,745.62 -12,928.47 -1.35% 

利润总额 1,034,982.48 1,001,188.50 33,793.98 3.38% 

净利润 1,027,659.47 992,255.35 35,404.12 3.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28,528.41 995,271.42 33,256.99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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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增减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8,655.13 541,489.08 -312,833.95 -57.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43,720.99 426,776.24 116,944.75 27.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964.55 -131,945.53 -113,019.02 -85.6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26,751.07 836,306.74 -309,555.67 -3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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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12 长安债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388号文批准，发行人获准发行

不超过人民币19.80亿元的公司债券。 

截至2012年4月25日，发行人19.80亿元公司债券全部发行完毕，网上发行数

量为1.88951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9.54%；网下发行数量为17.91049亿元，

占本期债券发行总量的90.46%。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余额已于2012年4

月25日汇入发行人账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账情

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信验字[2012]第1-0041号验证报告。 

二、12 长安债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公开披露的《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划为：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除发行费用后，全部

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净额为196,010.04万元，截至2012年12月

31日，发行人已将其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

明书中披露用途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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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期债券由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

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6年度，担保人持续盈利，资产规模保持增

长，信用状况没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根据长安汽车公告的《“12长安债”公司债券担保人报告期财务报表》，截

至2016年末，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342.85亿元，净资产为

659.14亿元。2016年度，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42.06

亿元，营业利润204.81亿元，利润总额233.80亿元，净利润184.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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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6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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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2012年4月23日正式起息，2012年度内，发行人不存在需要为本

期债券偿付利息的情况。 

发行人于2013年4月12日按要求正式披露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2013年付息公告》，向投资者公告本期债券于2013年4月23日支

付2012年4月23日至2013年4月22日期间的利息。 

发行人于2014年4月17日按要求正式披露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2014年付息公告》，向投资者公告本期债券于2014年4月23日支

付2013年4月23日至2014年4月22日期间的利息。 

发行人于2015年4月17日按要求正式披露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2015年付息公告》，向投资者公告本期债券于2015年4月23日支

付2014年4月23日至2015年4月22日期间的利息。 

发行人于2016年4月19日按要求正式披露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2016年付息公告》，向投资者公告本期债券于2016年4月25日（因 

2016年4月23日为星期六，因此顺延至2016年4月25日）支付2015年4月23日至2016

年4月22日期间的利息。 

发行人于2017年4月18日按要求正式披露了《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2017年本息兑付及摘牌公告》，向投资者公告本期债券于2017

年4月24日（因 2017年4月23日为星期日，因此顺延至2017年4月24日）支付2016

年4月23日至2017年4月22日期间的利息和本期债券的本金。 

经向发行人了解并确认，发行人已按时支付了本期债券第一、第二、第三、

第四、第五个计息期间的应付利息，并偿还完毕本期债券的本金，未出现延迟支

付本期债券本金和到期利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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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6年度内，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6年6月发布了《重庆长安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评级报告》，根据该报告，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

司维持公司主体及本期债券AAA的信用等级，对公司的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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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6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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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2016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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