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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广西

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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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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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证券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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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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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984号文核准，公

司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33亿元公司债券。2011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第一期）（简称“第一期债券”）发行规模为20亿元。2012年广西柳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1柳工债第二期）（简称“第二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3亿元。 

二、第一期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2011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代码及简称：品种一（3+2年期）证券代码为112032，证券简称为“11

柳工01”；品种二（5+2年期）证券代码为112033，证券简称为“11柳工02”。 

3、发行规模：品种一 终实际发行规模为3亿元，品种二 终实际发行规模

为17亿元。 

4、票面利率：品种一的票面利率为5.40%；品种二的票面利率为5.85%。 

5、发行日：2011年7月20日。 

6、上市日：2011年8月26日。 

7、到期日： 

品种一的兑付日为2016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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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4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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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品种二的兑付日为2018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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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6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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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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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第一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第一期债券

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

所持有的第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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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第一期债券 后一

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一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

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信用等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A，第一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三、第二期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2012年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11柳工债第二

期）。 

2、债券代码及简称： 证券代码为“112065”，简称为“12柳工债”。 

3、发行规模：13亿元。 

4、票面利率： 第二期债券债券票面利率为5.20%。 

5、发行日：2012年3月14日。 

6、上市日：2012年4月26日。 

7、到期日：第二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7年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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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8、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第二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

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第二期债券

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

所持有的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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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第二期债券 后一

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为第二期债券的还本付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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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0、信用等级：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A，第二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四、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 

发行人已足额、及时支付到期债券利息并按时完成债券兑付工作。其中，公

司于2011年7月20日发行的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简称“11柳工01”）已于

2016年7月20日完成付息兑并摘牌。公司于2012年3月14日发行的公司债券（11

柳工债第二期）（简称“12柳工债”）已于2017年3月14日完成付息兑付并摘牌。 

五、公司债券附发行人或投资者选择权条款、可交换条款等特殊条款的，

报告期内相关条款的执行情况 

11柳工02为7年期固定利率品种，发债金额17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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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于2016年7月进行了票面利率不调整

和投资者回售工作。共回售4,102,290张，回售金额410,229,000元（不含利息），

剩余托管数量1289.7710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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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银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

规定，通过访谈、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资料等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2016

年度”）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以及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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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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简称：柳工 

公司英文名称：Guangxi Liugong Machinery Co.,  

法定代表人：曾光安 

注册资本：112,524.2136万元 

设立日期：1993年11月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450200198229141F 

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太路1号 

邮政编码：545007 

公司网址：www.liugong.com 

二、发行人2016年度经营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国内销售收入增长10%以上，高于行业平均增长幅度。公司

通过客户增值4.0营销战略的实施，以及前期对大型设备研发的持续投入，促进

了主要产品线装载机、挖掘机、平地机、推土机、起重机的市场份额的提升，同

时6吨以上大型装载机、30吨以上大型挖掘机销售占比也得到提升。受国际工程

机械市场总体下滑的影响，报告期内公司国际销售收入同比出现下滑。公司业务

下滑的区域主要包括中东、亚太和北美；2016年公司在印度市场充分利用本地制

造能力、完善的营销服务配件网络及符合印度市场需求且具有较强竞争力产品组

合优势，销售收入和市场占有率均有大幅增长，竞争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在欧

洲、拉美、俄罗斯等区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公司装载机、平地机、叉车等

产品线在国际市场的份额持续提升。2016年公司在波兰生产的推土机产品，在全

球的市场占有率正在稳步提升，在需求量较大的北美和俄罗斯市场销量均实现增

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0.05亿元，同比增长5%；利润总额1.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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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13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0.49亿元，同比增长131%。报告

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7 %，比年初增加1个百分点。 

三、发行人2016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年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产总计 20,584,101,198.17 20,384,406,787.03 

负债合计 11,736,710,275.15 11,477,942,119.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8,846,396,536.06 8,903,779,767.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8,847,390,923.02 8,906,464,667.3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营业收入 7,005,395,363.84 6,655,815,581.28 

营业成本 5,263,246,602.48 4,956,778,166.99 

营业利润 -75,644,355.82 -114,204,088.88

利润总额 118,037,114.24 51,307,224.69 

净利润 47,569,603.26 20,765,185.8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9,260,116.04 21,312,750.6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本年数 上年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78,185,787.51 145,394,069.4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62,474.46 -228,197,269.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60,768,256.42 411,843,663.5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7,795,370.43 347,634,491.6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4,689,342,059.09 4,261,546,68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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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第一期债券募集资金2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到账募集19.88亿元。根

据公开披露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公司债券（第一期）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一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12亿元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13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实际到账募集12.922亿元。根

据公开披露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公司债券（11柳工债第

二期）募集说明书》，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9.8亿元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金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止报告期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用途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

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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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

债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无重大

变化。现将具体情况披露如下： 

一、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在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方面未发生变

更。 

二、增信机制情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柳工集团为公司“11柳工02”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保证。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16年）》中全面披露了保证人各项情况。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 

11柳工02： 

11柳工02债券起息日为2011年7月20日，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

为2012年至2018年每年的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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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6 年每年的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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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柳工02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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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6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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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到期支付本金

及 后一期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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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已于2016年7月进行了11柳工02债券票面利率不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工作。

共回售4,102,290张，回售金额410,229,000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数量为

1289.7710万张。 

公司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报告期内，公司主

营业务经营良好，稳定的现金流入对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了可靠

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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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付息情况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11柳工02债券起息日为2011年7月20日，在

存续期内每年付息一次。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8年每年的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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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6 年每年

的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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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柳工02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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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6年7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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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到期支付本金

及 后一期利息。 

发行人已足额、及时支付到期债券利息并按时完成债券兑付工作。其中，公

司于2011年7月20日发行的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一（简称“11柳工01”）已于

2016年7月20日完成付息兑付并摘牌。公司于2012年3月14日发行的公司债券（11 

柳工债第二期）（简称“12柳工债”）2017年3月14日完成付息兑付并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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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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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的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5月13

日出具了《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

（2016）》。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发债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评级情况与上一年度相比未发生变化。 

发行人2016年度跟踪评级报告预计将于2017年6月出具。发行人将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及时披露评级报告，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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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未发

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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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担保人情况 

一、担保人资信状况 

发行人控股股东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集团”）为本次债

券提供了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柳工集团前身为柳州工程机械企业集团公司，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人民

政府以柳政函（1989）3号文批准于1989年2月24日成立。1999年经广西壮族自治

区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柳政办函[1999]28号批复更名为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

司。 

二、担保人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 

报告期内，担保人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和运营业

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亦不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担保人主要财务信息将包含在公司债券信息评级机构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

中 。 该 报 告 预 计 将 于 2017 年 6 月 出 具 。 发 行 人 将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及时披露评级报告，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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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末，发行人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告

披露日期 
担保额度 

广西康明斯工业动力有限公司 2016年05月23日 9,400

广西威翔机械有限公司 2016年05月23日 1,000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

度 

实际担

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

期 

是否履

行完毕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柳州柳工挖掘机有限公司 7,000 7,00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是 

柳工常州挖掘机有限公司 6,000 4,696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是 

江苏柳工机械有限公司 2,000   

安徽柳工起重机有限公司 2,000   

柳州柳工叉车有限公司 18,000   

中恒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300,000 203,189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是 

柳工机械亚太有限公司 3,250 3,25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是 

柳工北美有限公司 1,300 1,30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是 

柳工机械南非有限公司 1,300   

柳工欧洲有限公司 7,200 5,76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是 

柳工锐斯塔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 
41,600 41,60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是 

柳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 91,700 64,980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是 

柳工机械中东有限公司 2,665 2,665 一般保证 一年 否 是 

二、重大诉讼、仲裁或受到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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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事项或行政处罚案件。 

三、公司破产重整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破产重组事项。 

四、公司债券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不存在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风险情况。 

五、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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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

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六、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法》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要求设置了符合规定人数

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报告期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情况如下：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黄建兵 
副总裁、财务

负责人 
解聘 

2016年01月

26日 

黄建兵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于2016年1

月26日辞去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职

务。 

刘传捷 
副总裁、财务

负责人 
任免 

2016年01月

26日 

公司于2016年1月26日聘任刘传捷女士

为公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李林辉 监事 离任 
2016年05月

23日 

李林辉先生因个人原因于2016年5月23

日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权绍勇 监事 任免 
2016年05月

23日 

2016年5月23日，经公司2015年度股东

大会选举权绍勇先生为公司监事。 

许文新 独立董事 离任 
2016年05月

23日 

许文新先生于根据中组部关于高校任

职干部不能从事社会兼职的有关规定，

于2016年5月23日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韩立岩 独立董事 任免 
2016年05月

23日 

2016年05月23日2016年5月23日，经公

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选举韩立岩先生

接替原独立董事许文新先生独立董事

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七、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的其他重大事项，详见发行人2016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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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2016年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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