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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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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对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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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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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264号文件核准

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分期发行。 

2013年4月22日至4月24日，发行人成功发行4亿元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13和邦01”）；2014年11月25日至11

月27日，发行人成功发行4亿元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以下简称“13和邦02”）。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一）“13和邦01”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 

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为“13和邦01”，代码为：“122250”。 

3、发行主体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由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7月

31日更名而来，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和邦生物”）。 

4、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4亿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7、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5.8%，在债券存续期限前5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

期限前5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2年固定不变。 

8、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本期债券按年付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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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2013年4月22日。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每年的4月22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

定及政府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

择权，则计息期限自2013年4月22日至2020年4月22日；若投资者部分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3年4月22日至2018年4月22日，未回

售部分公司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3年4月22日至2020年4月22日；若投资者全部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计息期限自2013年4月22日至2018年4月22日。若投资者放弃回

售选择权，则至2020年4月22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本金在2018年4月22日兑付，未回售部分公司债券

的本金至2020年4月22日兑付（遇法定及政府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

个工作日）。 

9、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

面利率，调整幅度为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为0.01%。发行人将

于本期债券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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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

票面利率不变。 



10、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5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

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

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交易所和

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

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发行人的上述安排。 

11、担保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时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级，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级。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

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2014年5月22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情况进行了跟踪评级，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2015年4月16日，鹏元

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情况进行了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

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2016年5月23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

情况进行了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2017年5月22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情况进行了跟踪评级，公司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3、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新质押式回购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本期债券可以在上市后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相关规定执



行。 

15、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银行贷

款、优化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二）“13和邦02”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为“13和邦02”，代码为：“122343”。 

3、发行主体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发行规模 

人民币4亿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发行。 

6、债券期限 

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6.4%，在债券存续期限前3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

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2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

存续期限前5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2年固定不变。 

8、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本期债券按年付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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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2014年11月25日。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每年的11月25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法

定及政府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

择权，则计息期限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24日；若投资者部分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7年11月24日，

未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9年11月24日；若投资者

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计息期限自2014年11月25日至2017年11月24日。若投资

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至2019年11月25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公司债券的本金在2017年11月25日兑付，未回售部分

公司债券的本金至2019年11月25日兑付（遇法定及政府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9、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2年的票

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交易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

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

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0、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3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

分回售给发行人。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

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起5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本期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交易所和债

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

有本期债券并接受发行人的上述安排。 



11、担保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时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级，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级。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

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2015年4月16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情况进行了跟踪评级，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2016年5月23日，鹏元

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情况进行了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

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2017年5月22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

情况进行了跟踪评级，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3、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新质押式回购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

本期债券可以在上市后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相关规定执

行。 

15、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ichuan Hebang Biotechnology Co.,Ltd. 

股票简称： 和邦生物 

股票代码： 603077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设立日期： 2008 年 2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 贺正刚 

注册资本： 4,014,204,649 元 

注册地址： 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牛华镇沔坝村 

业务范围： 制造、销售草甘膦、蛋氨酸、农药、工业碳酸钠、食用碳酸

钠、氯化铵、化肥（农用氯化铵）、液氨、碳酸钙；化工新产品开发；生产工艺

中的废气、废渣、废水治理；对外投资；化工技术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或禁止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前身为四川乐山和邦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8月1日。2008年2月

28日，和邦化工以截至2008年1月31日经四川君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

计的净资产363,449,735.90元，按照1.2115：1的比例折合为公司股本30,000万股，

整体变更为“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12]704号文批准，公司于2012年7月向社会公众

以每股17.5元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0,000万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为

45,000万股。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2012]23号文批准，公司股票于2012年7

月31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交易。发行人股票简称为“和邦股份”，证券代码为

“603077”。 



2014年4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363号文件核准，公司采用非公开

发行股份方式，向四川省盐业总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55,547,425股购

买其持有的和邦农科51%股权，发行价格14.66元/股。公司于2014年4月17日办理

了股份登记，总股本增加至505,547,425股。 

2014年5月26日，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3年度利

润分配的预案》，以2014年4月17日股本总数505,547,42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

每10股分配红利0.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0,221,897.00元，以公积金转

增股本，每10股转增10股。本次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11,094,850股。 

2015年5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460号文批准，发行人向申万菱信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7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92,984,676股股份，发行价格为15.01

元/股，公司于2015年5月15日办理了股份登记，总股本增加至1,104,079,526股。  

2015年7月31日，经发行人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发行人名

称由“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简称为“和邦生物”，证券代码不变，仍为603077。 

2015年8月17日，经发行人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以2015年6

月30日股本总数1,104,079,526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0

股。2015年9月2日，发行人2015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完毕，总

股本增加至3,312,238,578股。 

2016年10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917号文批准，发行人向申万菱

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7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701,966,071股股份，发行价格为

5.60元/股，公司于2016年10月12日办理了股份登记，总股本增加至4,014,204,649

股。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4,014,204,649股，其中和邦集团持有公

司41.19%的股份，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贺正刚先生，贺正刚先

生持有和邦集团99%的股权，通过和邦集团间接控制本公司41.19%的股份，并直

接持有本公司4.67%的股份。 



二、发行人2016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近年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核心业务转型，主营业务转向生物农药及

其他生物产品、农业、精细化工、新材料等产业领域，已形成资源产业链型、平

台型、技术转化型、国际化公司的发展模式。 

2016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46,255.15 万元，同比上升 20.96%；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9,042.51 万元，同比上升 60.06%。同

时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292,778.75 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15.45%；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5,677.05 万元，比上年度末增长 66.30%。2016 年公

司实现的营业收入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

主要系全年合并子公司以色列 S.T.K，草甘膦项目投产，草甘膦、双甘膦价格上

升，玻璃下游行业回暖等原因综合所致。 

1、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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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工行业 3,444,387,848.06 2,797,226,333.38 18.79  31.35  34.36  
减少 1.82 个

百分点 

采盐行业 85,990,833.51 52,268,476.91 39.22 -6.61 -8.90 
增加 1.53 个

百分点 

玻璃制造业 689,372,744.29 551,112,454.69  20.06  62.98  46.74  
增加 8.85 个

百分点 

电商零售行

业 
5,781,245.25  6,364,977.71 -10.10  1,914.75 2,145.46 

减少 11.31

个百分点 

小计 4,225,532,671.11 3,406,972,242.69 19.37 34.67 35.46 
减少 0.47 个

百分点 

内部抵减 784,557,404.48 780,935,971.31     

合计 3,440,975,266.63 2,626,036,271.38 23.68 21.29 18.68 
增加 1.68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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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联碱产品 1,429,128,797.35 1,200,448,303.65 16.00 4.19 2.36 
增加 1.50 个

百分点 

卤水 85,990,833.51 52,268,476.91 39.22 -6.61 -8.90 
增加 1.53 个

百分点 

双甘膦 1,280,691,036.43 1,002,684,173.35 21.71 19.04 29.72 
减少 6.45 个

百分点 

草甘膦 278,101,323.44 269,218,556.73 3.19    

玻璃 689,372,744.29 551,112,454.69 20.06 62.98 46.74 
增加 8.85 个

百分点 

农药 393,076,991.81 271,034,837.69 31.05 318.24 289.04 
增加 5.17 个

百分点 

电商农产品 5,781,245.25 6,364,977.71 -10.10 1,914.75 2,145.46 
减少 11.31

个百分点 

其他（液氨、

硫酸铵、亚

氨基二乙

腈） 

63,389,699.03 53,840,461.96 15.06 -21.62 -19.20 
减少 2.55 个

百分点 

小计 4,225,532,671.11 3,406,972,242.69 19.37 34.67 35.46 
减少 0.47 个

百分点 

内部抵减 784,557,404.48 780,935,971.31     

合计 3,440,975,266.63 2,626,036,271.38 23.68 21.29 18.68 
增加 1.68 个

百分点 

2、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四川省 1,773,817,435.48 31.80 

西南地区（除四川） 767,703,258.21  37.17  

国内其他地区 1,143,072,453.52  14.96  

国外 540,939,523.90  127.43  

小计 4,225,532,671.11 34.67 

内部抵减 784,557,404.48  

合计 3,440,975,266.63 21.29 

三、发行人2016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6年度财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元）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合计 12,927,787,528.71 11,197,439,213.71 15.45% 

负债合计 2,151,844,074.25 4,615,053,911.80 -53.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775,943,454.46  6,582,385,301.91  63.7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10,456,770,458.58 6,287,868,837.12 66.3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3,462,551,545.46 2,862,644,129.52 20.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317,810,832.44 239,865,850.45 32.5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 

290,425,080.14 181,451,991.05 60.0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575,257,187.69 449,197,351.98 28.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2,181,797,026.97 -1,253,665,644.51 74.0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333,348,777.45 1,226,627,625.65 8.7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259,829,815.36 429,068,989.86 -160.56%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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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号文核准，于2013年4

月22日至2013年4月24日公开发行了第一期人民币40,000万元的公司债券“13和

邦01”，募集资金总额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已于2013年4月

25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对本期债券网上发行认购资金和网下配售认购资金的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

信会师报字[2013]第310333号的验证报告。发行人聘请的四川华信（集团）会计

师事务所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编号为川华信验字

（2013）022号验资报告。 

2014年11月25日至2014年11月27日，发行人公开发行了第二期人民币4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13和邦02”，募集资金总额4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已于2014年11月28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网上和网下发行认购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瑞华验

字[2014]48210009 的验资报告，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瑞华验字

[2014]48210010 验资报告。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13和邦01”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3年4月18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

行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将20,950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

司的银行贷款，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

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2、“13和邦02”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3和邦02”于2014年11月27日募集完毕，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资金将拟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 



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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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根据“13和邦01”《募集说明书》约定，“13和邦01”的起息日为2013年4月

22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2014年至2020年间每

年的4月22日为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4月2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根据发行人《四川和邦

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期公司债券付息公告》，2014年4月22日、2015年4月22

日、2016年4月22日、2017年4月24日，发行人已按约定分别支付第一年、第二年

第三年和第四年债券利息。 

根据“13和邦02”《募集说明书》约定，“13和邦02”的起息日为2014年11

月25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2015年至2019年每

年的11月25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

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5年至2017年每年的11月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根据发行人《四川和邦股份

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期公司债券付息公告》，本期债券于2014年11月25日起正式

计息，2015年11月25日和2016年11月25日，发行人已按约定支付第一年和第二年

债券利息。 



第六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4年5月22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情况进行了评级。根据

鹏元资信出具的《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4年公司

跟踪信用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13和邦01）的信用

等级为AA，公司债券（13和邦02）的信用等级为AA。 

2015年4月16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情况进行了评级。根据

鹏元资信出具的《四川和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2015年跟踪信用评级报

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13和邦01）的信用等级为 AA，公

司债券（13和邦02）的信用等级为AA。 

2016年5月23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情况进行了评级。根据

鹏元资信出具的《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信

用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13和邦01）的信用等级为

AA，公司债券（13和邦02）的信用等级为AA。 

2017年5月22日，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资信情况进行了评级。根据

鹏元资信出具的《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信

用评级报告》，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13和邦01）的信用等级为

AA，公司债券（13和邦02）的信用等级为AA。 

在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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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负责处理“13和邦01”、“13和邦02”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情况。 



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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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可能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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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和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6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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