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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煤能源”、“发行人”或“公司”）

对外公布的《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红塔证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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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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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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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提示 

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重大事项： 

1、发行人实施资产置换 

2016年11月7日，发行人与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控股”）

签订《资产置换协议》，发行人以持有的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

焦制气”）100%股权（以下简称“拟置出资产”）与昆钢控股持有的云南昆钢

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重装”）100%股权（以下简称“拟

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56,002.24万元，拟

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为52,614.07万元，本次资产置换的差额为3,388.17万元，由

昆钢控股于拟置入资产交割日后5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拟置入资产、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4月30日。根据中威正信（北

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并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拟置

出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值为45,074.71万元，净资产评估值为

56,002.24万元，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拟置出资产的作价为56,002.24万元，该交

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溢价24.24%；根据评估机构出具并经云南省国资委备案的拟

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拟置入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账面净资产值为12,747.80万元，

净资产评估值为27,614.07万元，鉴于昆钢控股于评估基准日后向昆钢重装投入

2.5亿元现金资产并相应增加所有者权益，因此，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拟置入

资产的作价为52,614.07万元，该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溢价116.62%。本次资产

置换的差额为3,388.17万元，由昆钢控股于拟置入资产交割日后5个工作日内以现

金方式向公司补足。 

经与昆钢控股协商，昆钢控股同意对昆钢重装的业绩作出如下承诺：若本次

交易于2016年内实施完毕（指完成拟置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的交割），昆钢重装

2016年、2017年、2018年可实现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少

于500万元、1,500万元、2,500万元。 

2016年11月7日，发行人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资产置换的

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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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国资委已对拟置出资产和拟置入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备案并批准本次

资产置换。 

2016年11月23日，公司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资产置换的相关

议案。 

2016年11月29日，昆焦制气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云南

省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30100916567074M的

《营业执照》，昆焦制气的股东由云煤能源变更为昆钢控股，昆钢控股持有昆焦

制气100%股权；同日，昆钢重装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云

南省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5301006836552910的

《营业执照》，昆钢重装的股东由昆钢控股变更为云煤能源，云煤能源持有昆钢

重装100%股权。公司与交易对方昆钢控股已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昆焦制气、

昆钢重装均已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2016年11月30日，发行人已收到昆钢控股支付的置换差额补足款1,700.00万

元，剩余款项将于资产交割日（2016年11月29日）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 

2016年12月6日，发行人收到昆钢控股支付的置换差额补足款剩余款项

1,688.17万元。至此，本次资产置换已实施完毕。 

2、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 

2016年6月24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13

云煤业”进行了跟踪评级，并出具了“联合[2016]750号”《跟踪评级公告》，

确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3云煤业”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AA”。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低于AA，会导致本期债券不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

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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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 债券名称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708号”文件核准公

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8.8亿元。 

三、 债券简称及代码 

13云煤业、122258。 

四、 发行主体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 发行规模 

2.5亿元人民币。 

六、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7年，第5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八、 债券年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7.80%。 

九、 还本付息方式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至

2020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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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日兑付，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2020年12月3日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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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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付息

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十、 付息日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每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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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易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

年的12月3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十一、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十二、 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

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十三、 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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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红塔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

规定，通过访谈、查阅并获取发行人相关资料等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

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

管理人职责。 

2016年1月29日，发行人披露《2015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发行人2015年

以来主要受钢铁及焦化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生产持续低迷影响，焦炭产量下降及

产品价格大幅下滑，而原料煤采购价格的降幅小于焦炭价格的降幅，导致报告期

内出现巨额亏损。经初步测算，预计2015年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亿元左右。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3,789.30万元，每股收益0.04元。鉴于上述情况，受托管理人于2016年2月3日，

出具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对发行人经营业绩出现巨额亏损的情形及时进行披露，

并提示投资者该情形可能影响本期债券利息的按时、足额偿付，注意风险。 

2016 年 6 月 24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13

云煤业”进行了跟踪评级，并出具了“联合[2016]750 号”《跟踪评级公告》，确定：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13 云

煤业”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AA”。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低于 AA，会导致

本期债券不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不可作为债

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鉴于上述情况，受托管理人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出

具《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以及“13 云煤业”信用等级

下调以及相关影响及时进行披露，并提示投资者注意风险。 

 



 8 

第三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unnan Coal and Energy Co., Ltd. 

法定代表人：张鸿鸣 

股票简称：云煤能源 

证券代码：600792 

注册资本：98,992.36万元 

设立日期：1997年1月20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经开路3号科技创新园A46室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777号昆钢科技大厦7楼 

经营范围：焦炭、煤气、蒸汽、煤焦化工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生产限分公

司）；煤炭经营；矿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管理商品）的批发、

零售、代购代销；燃气工程建筑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技术咨询服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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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2016年度经营情况 

2016年，国内宏观经济增速继续下滑，过剩产能行业调整力度继续加大，面

对煤焦市场风云突变、价格巨幅波动，资金链持续紧张、生产经营组织受到巨大

挑战等重重困难，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全体职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把握市场

机遇，全力确保资金链安全，努力争取政策支持，实现稳定生产、安全平稳、环

保管控达标、减亏控亏的目标。面对严峻形势，公司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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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市场为导向，灵活调整生产组织及经营策略，实现控亏减亏目标。 

2、明确发展方向，实施资本运作，防范风险。 

3、积极争取政策及政府资金支持，增加效益。 

4、加强基础管理，强化对标降本。 

2016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7,516.60万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4,854.2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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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项目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增减率 

流动资产合计 2,866,519,027.32 1,773,001,368.51 61.68% 

非流动资产合计 3,546,992,888.93 5,541,071,952.89 -35.99% 

资产总计 6,413,511,916.25 7,314,073,321.40 -12.31% 

流动负债合计 2,780,853,061.73 3,906,056,892.96 -28.81% 

非流动负债合计 594,838,022.04 425,980,213.00 39.64% 

负债合计 3,375,691,083.77 4,332,037,105.96 -22.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972,228,313.50 2,919,104,286.68 1.8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037,820,832.48 2,982,036,215.44 1.8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3,375,166,041.60 3,982,658,456.20 -15.25% 

营业利润 -133,708,783.22 -818,378,612.95 83.66% 

利润总额 100,557,817.84 -812,341,132.41 112.38% 

净利润 56,761,667.33 -843,536,980.38 106.73% 



 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542,597.11 -852,712,343.29 105.6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8,395,566.65 617,483,109.79 1.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3,648,063.60 -233,899,831.26 161.4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1,507,269.54 -489,977,392.81 -6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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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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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708号）核准，公司于2013年12月3日

至2013年12月9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2.5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期限为7年，第5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票面利率为7.80%，

募集资金净额24,783.00万元。此次募集资金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

具《关于对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

告》（中审亚太鉴[2013]020053号）。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意，于2013年12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13云煤业”，

证券代码“122258”。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求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调整并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二、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券披露的使用用

途专款专用，其中已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25,000 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借款人 借款银行 金额（元）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昆钢支行 100,000,000.00 

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100,000,000.00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50,000,000.00 

合计  250,000,000.0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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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一、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变更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 

本期债券由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钢控股”）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担保人保证的范围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

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及代

偿责任的期间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日起两年。 

二、本次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变更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

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

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承诺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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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昆钢控股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概况 

1、公司名称：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736,831.2357 万元 

3、住所：云南省郎家庄 

4、法定代表人：赵永平 

5、经营范围：资产经营、资产托管、实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企业的兼

并、收购、租赁；钢铁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加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

选业、焦炭及焦化副产品、机械制造及机械加工产品、耐火材料、建筑材料、工

业气体、物资供销业、冶金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通讯电子工程、计算机硬

件、软件、电器机械及器件、电力塔架；钢结构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企财险、货运险、建安工险保险兼业代理；矿浆

管道输送、管道制造技术及管道输送技术咨询服务。（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支机

构凭许可证经营）：酒店管理；餐饮服务；住宿；会议会展服务；洗浴服务；预

包装食品、卷烟的零售；洗衣服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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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担保人的控股股东，持有

84.9554%股权。 

二、担保人业务情况 

目前，昆钢控股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铁矿石采选、焦炭、铁合金等钢铁配

套产业，并发展水泥、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多元化产业。 

三、担保人财务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7]5305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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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昆钢控股资产总额为 6,010,717.54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348,289.20 万元；2016 年度，昆钢控股实现

营业收入 4,837,598.49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9,247.8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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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6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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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2013年12月3日正式起息，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12月3日为

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发行人于2016年12月5日按期支付了本期债券自2015年12月3日至2016年12

月2日期间的利息付息，付息债权登记日为2016年12月2日，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总

金额为1,950万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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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6年6月24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13

云煤业”进行了跟踪评级，并出具了“联合[2016]750号”《跟踪评级公告》，

确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3云煤业”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AA”。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评级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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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处理本期债券相关事务。根据云煤能源2016年年

度报告，公司董事会秘书为张小可先生，未发生变动情况。 



 

 19 

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0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222,273,223.27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222,273,223.27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222,273,223.27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7.48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C）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

的债务担保金额（D）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E）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0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无 

2016年12月公司的全子公司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

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将部分自有固定资产出售给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中航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再将该固定资产出租给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使用，租赁期限

42个月，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按约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发行人

为该项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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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实质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6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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