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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柳

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柳

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

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钢股份”或“发

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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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平安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期债券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深

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6 年 8 月 11 日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核准

通知书》（国）名称变核内字[2016]第 2781 号文件核准，及 2016 年 9 月 20 日出

具的《变更（备案）通知书》[2016]第 6915493 号文件备案，名称由“平安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

说明：此次变更不涉及公司经营范围调整，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有一切权利

义务由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继，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有已签署且正在履

行的合同效力不变，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有已出具的生效材料、协议中约定

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一切权利义务均指向变更后的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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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债券名称：2011 年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本期债券”

或“本期公司债券”）。 

二、批复文件：经证监许可【2011】775 号文件批复公开发行。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1 柳钢债（122075.sh) 

四、发行主体：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 

五、发行规模：20 亿元人民币，截至 2016 年末，债券余额 4.26 亿元人民币。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债券品种和期限：8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八、债券利率：5.70% 

九、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十、起息日：2011年6月1日 

十一、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

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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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发行人利率上调选择权：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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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的票面利率。本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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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本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

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三、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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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本公司。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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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工作。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完成回售15.74亿元，债券余额4.26亿元。 

十四、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的还本付

息出具了《担保函》，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十五、发行时信用级别：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

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2016 年 6 月 24 日，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

基础上，联合信用评级公司出具了《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跟

踪评级报告》：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并维

持 11 柳钢债债项信用等级为“AA”。 

十六、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七、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20 亿元全部用于偿还银

行债务。 

十八、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十九、质押式回购安排：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均为 AA，

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中国证券

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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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2016 年度内，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正常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未发生受托管理人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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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LIUZHOU IRON&STEEL CO., LTD 

法定代表人：陈有升 

设立日期：2000年4月14日 

注册资本：2,562,793,200.00元 

实缴资本：2,562,793,200.00元 

首次上市日期：2007年2月27日 

股票简称：柳钢股份 

股票代码：601003 

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广西柳州市北雀路117号 

邮编：545002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班俊超 

电话：0772-2595971 

传真：0772-2595971 

所属行业：C21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经营范围：烧结、炼铁、炼钢及其副产品的销售，钢材轧制、加工及其副产

品的销售；炼焦及其副产品的销售（凭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核准的范围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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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业务；货物装卸、驳运；机械设备租赁；机械加工修理；金属材料代销；技

术咨询服务；房屋门面出租；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货物仓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715187622B 

（二）发行人设立情况 

发行人是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并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桂

政函[2000]74 号文批准，由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原“广西柳州钢铁（集

团）公司”）为主要发起人，联合柳州有色冶炼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化学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冶金建设公司和柳州市柳工物资有限公司，于 2000

年 4 月 14 日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公司。五家发起人股东共投入净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31,019.846 万元，按 65%的比例折股，折合股份 20,162.9 万股。公司设立时

名称为广西柳州金程股份有限公司，2001 年 10 月，本公司名称由广西柳州金程

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1、2005 年利润分配导致股份变化 

根据 2005 年 7 月 28 日公司 200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对 2004

年末剩余未分配利润进行补充分配，按 2004 年末总股本 20,162.90 万股计算，每

10 股送 20 股，公司股本变更为 60,488.70 万股。 

2、2007 年首次发行股票并上市导致股份变化 

根据公司 200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及中国证监会 2007 年 1

月 24 日出具的《关于核准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2007】21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0,70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 10.06 元。本公司发行的 A 股于 2007 年 2

月 27 日在上证所挂牌上市。发行后，公司股本从 60,488.70 万股增至 71,188.70

万股。 

3、2007 年利润分配导致股份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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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 2007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 2006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2006 年度利

润分配议案，公司以 2007 年 2 月 27 日挂牌上市后的总股本 71,188.70 万股为基

数，每 10 股送 10 股。本次送股数量为 71,188.70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本次送

股后公司的股本变更为 142,377.40 万股。 

4、2008 年利润分配导致股份变化 

根据公司 2008 年 5 月 6 日召开的 2007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2007 年度利润

分配议案，公司以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142,377.40 万股为基数，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8 股。本次转增数量为 113,901.92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本次转增后公司的股本变更为 256,279.32 万股。 

二、发行人2016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依法经营烧结、炼铁、炼钢及其副产品的销售，钢材轧制、加工及其副

产品的销售；炼焦及其副产品的销售。主要产品涵盖中板材、小型材、中型材、

钢坯等，主要分为板材、角钢、槽钢、圆钢、螺纹钢、高线等品种。报告期内，

公司的主营业务未产生重大变化。 

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 266.50 亿元，同比增长 2.86%，钢材销售价格较上年

度有所反弹。公司借助市场回暖的契机，积极创新销售模式，加强市场信息收集

研判，把握市场趋势，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提高效益。 

报告期内，公司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年度生产经营目标任务，巩固和扩大了应

对行业“冰河期”挑战的成果，实现了“十三五”时期良好开局。公司继续名列

2016 中国企业 500 强、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 强榜单。全年实际完成产量为生铁

1074 万吨、粗钢 1105 万吨，钢材 545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266.50 亿元，利润

1.96 亿元，较好地巩固了公司作为华南、西南地区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地位。报

告期内，公司铁、钢、钢材产量分别完成 1074 万吨、1105 万吨、545 万吨，同

比分别增长 2.12%、2.07%、-4.45%；营业收入 266.5 亿元，上缴税金 10.23 亿元；

资产总额 208.12亿元，同比减少 8.02%，负债总额 161.77亿元，同比减少 11.06%，

净资产 46.35 亿元，同比增加 4.43%；报告期末资产负债率 77.73%，同比下降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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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 266.5 亿元，同比增长 2.86%，主要是受钢铁行业回

暖，钢材价格同比上涨影响；营业成本 252.36 亿元，同比增长 0.39%，主要是公

司实施降本降耗，提质增效等措施，成本控制取得较好效果。公司报告期内的主

营业务收入分产品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 
2016 年 2015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中型材 16,660.53 0.69% 9,918.42 0.41% 

中板材 173,608.12 7.17% 163,326.75 6.81% 

小型材 987,260.19 40.78% 928,318.06 38.73% 

钢坯 1,110,345.00 45.86% 1,114,036.82 46.48% 

化产品 39,711.14 1.64% 44,998.42 1.88% 

焦炉煤气 93,331.69 3.86% 136,204.17 5.68% 

焦炭 - - 0.87 0.00% 

合计 2,420,916.67 100.00% 2,396,803.52 100.00% 

 

发行人 2016 年经营情况 

单元：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同比变动 

一、营业总收入 2,665,040.13  2,590,945.86  2.86% 

二、营业总成本 2,642,148.10  2,713,764.56  -2.64% 

其中：营业成本 2,523,569.95  2,513,870.35  0.39% 

营业税金及附加 12,662.74  4,767.98  165.58% 

销售费用 4,099.56  2,574.62  59.23% 

管理费用 35,038.88  109,060.39  -67.87% 

财务费用 64,207.42  74,231.40  -13.50% 

资产减值损失 2,569.56  9,259.82  -72.25% 

加：投资收益 -20.00  99.64  -120.07% 

三、营业利润 22,353.26  -122,114.66  -118.31% 

加：营业外收入 5,932.65  4,359.35  36.09% 

减：营业外支出 6,049.25  14,915.04  -59.44% 

四、利润总额 22,236.66  -132,670.35  -116.76% 

减：所得税费用 2,592.85  -13,726.41  -118.89% 

五、净利润 19,643.81  -118,943.94  -116.52% 

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792.08  28,412.00  458.89%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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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同比变动 

流动资产合计 1,030,503.21 1,165,576.12 -11.59% 

其中：货币资金 129,700.88 382,752.89 -66.11%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56.24 3,286.95 -19.19% 

应收票据 212,182.70 204,185.09 3.92% 

应收账款 17,948.88 23,513.28 -23.66% 

预付款项 132,162.23 10,016.10 1219.50% 

其他应收款 2,355.24 1,637.87 43.80% 

存货 530,808.47 530,242.01 0.11% 

其他流动资产 2,688.57 9,941.92 -72.96% 

非流动资产合计 1,050,687.08 1,097,052.40 -4.23% 

其中：固定资产 1,008,964.18 1,056,572.14 -4.51% 

在建工程 24,464.42 21,594.22 13.29% 

工程物资 2,787.33 1,680.36 65.8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4,471.15 17,205.68 -15.89% 

资产总计 2,081,190.29 2,262,628.52 -8.02% 

流动负债合计 1,455,706.54 1,557,883.40 -6.56% 

其中：短期借款 883,154.48 1,011,519.89 -12.69% 

应付票据 117,079.00 136,974.98 -14.53% 

应付账款 358,681.84 209,639.39 71.09% 

预收款项 49,932.85 39,504.42 26.40% 

应付职工薪酬 7,759.53 5,796.10 33.88% 

应交税费 13,248.54 10,571.82 25.32% 

应付利息 2,907.96 9,335.33 -68.85% 

其他应付款 16,242.33 17,187.54 -5.5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6,700.00 117,353.93 -94.2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61,993.29 260,923.19 -37.92% 

其中：长期借款 111,672.80 55,650.00 100.67% 

应付债券 42,307.54 198,405.17 -78.68%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97 159.65 -88.74% 

递延收益-非流动负债 7,994.98 6,708.37 19.18% 

负债合计 1,617,699.83 1,818,806.59 -11.06%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2,665,040.13 2,590,945.86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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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成本 2,523,569.95 2,513,870.35 0.39% 

营业利润 22,353.26 -122,114.66 -118.31% 

利润总额 22,236.66 -132,670.35 -116.76% 

净利润 19,643.81 -118,943.94 -116.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643.81 -118,943.94 -116.52% 

少数股东损益 - - -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同比变动 

经营活动现金流流入 2,084,352.01  2,043,239.61  2.01% 

经营活动现金流流出 1,925,559.93  2,014,827.62  -4.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792.08  28,412.00  458.89% 

投资活动现金流流入 14,541.32  2,757.96  427.25% 

投资活动现金流流出 15,264.17  7,635.83  99.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2.85  -4,877.88  -85.18% 

筹资活动现金流流入 1,268,891.41  1,576,925.31  -19.53% 

筹资活动现金流流出 1,697,525.93  1,559,630.38  8.8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8,634.52  17,294.93  -257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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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1] 775 号文件批复，发行人于 2011 年 6 月 1 日公

开发行了 20 亿元公司债券。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20 亿元

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债务。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末，公司将本期债券全部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债务。 

三、本次公司债券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由于发行时间较早，本期债券按照当时的法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执

行，《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未要求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因此本期债券未

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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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本期债券由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潘世庆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19,610,033 元 

设立日期：1981 年 11 月 13 日 

住所：柳州市北雀路 117 号 

经营范围：炼钢，炼铁，炼焦及其副产品，钢材轧制，机械加工修理，水泥

制造，矿山开采，煤气生产，铝塑复合管生产，机械设备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金属材料、矿产品、焦丁、石灰石、白云石、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

的销售；煤炭销售；装卸服务；对幼儿教育的投资及管理；以下业务由分支机构

经营：码头和其他港口设施经营，在港区内从事货物装卸、驳运、仓储经营，港

口机械、设施、设备租赁经营；氧气、氮气、氩气生产（凭许可证核准的范围经

营）；医用氧生产；货物运输信息咨询服务，汽车配件、工程机械配件、汽车装

饰用品、五金交电、橡胶制品、轮胎销售；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各类广告；学

历教育、出口本企业自产的冶金产品、冶焦耐及化工副产品、矿产品、冶金机械，

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承包境

外钢铁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绿

化、保洁服务，房屋门面出租，生活区车辆停车服务；幼儿教育。 

二、担保人业务情况 

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直属国有特大型企业，目前是

国家 512 户重点企业之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581 家工业企业中五家特大型企业

之一。主要从事炼钢，炼铁，炼焦及其副产品，钢材轧制，机械加工修理，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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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等业务。 

三、担保人财务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广西柳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4,044,355.3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055,625.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73.90%。2016

年度柳钢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4,777,764.49 万元，净利润为 38,711.45 万元。 

柳钢集团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044,355.35 4,035,777.46 

   其中：流动资产 1,892,603.32 1,863,919.21 

负债总额 2,988,730.35 3,020,382.08 

   其中：流动负债 2,737,374.21 2,714,078.39 

所有者权益 1,055,625.00 1,015,395.39 

资产负债率（%） 73.90 74.84 

流动比率 0.69 0.69 

项目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4,777,764.49 4,447,226.91 

营业成本 4,449,724.16 4,393,273.58 

利润总额 42,382.04 -226,590.45 

净利润 38,711.45 -211,374.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580.69 -138,998.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861.31 -66,863.8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8,485.04 232,779.2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值 -169,325.18 12,376.10 

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调度资金，及时、足额地准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

付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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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以及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良好，与募集

说明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保持一致。 

二、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 1 次，2012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6 月 1 日为上

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自 2012 年至 2016 年每

年的 6 月 1 日为回售部分债券的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发行人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2011 年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付息公告》。

按照《2011 年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期债券的票面

利率为 5.70%，确定了 2016 年 6 月 1 日支付自 2015 年 6 月 1 日至 2016 年 5 月

31 日期间的利息为 57.00 元(含税)/10 张（面值 1,000 元），扣税后个人、证券投

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 张（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45.60 元，扣

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实际每 10 张（面值 1,000 元）

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51.30 元；债券付息期的债券登记日为 2016 年 5 月 31 日，除

息日：2016 年 6 月 1 日，付息资金到账日：2016 年 6 月 1 日。公司已于 2016

年 6 月 1 日实施完成了 2011 年公司债券 2016 年的付息分配，实际兑付债息为

114,000,000.00 元。 

三、本期债券的利率调整及回售情况 

发行人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1 柳钢债”公司债票面利

率不调整的公告》。根据《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设定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于 2016 年 4 月 13 日作出不调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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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利率的决定。根据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披露的《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

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11 柳钢债”（债券代码：122075）持有人可以在回售申

报日（2016 年 4 月 19 日至 21 日），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1 柳钢债”债券申

报回售，回售价格为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张）。本次回售申报有效数量为

15,744,580 张，回售金额为 1,574,458,000.00 元（不含利息），变更后的数量为

4,255,420 张。发行人于 2016 年 6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1 柳钢债”公司

债券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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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均按约定执行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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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20 

 

第九节 发生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事项的说明 

 

一、资信评级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聘请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联合评级”）对“11 柳钢债”进行评级。 

2016 年 6 月 24 日，联合评级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 年跟踪评级报告》：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并维持“11 柳钢债”

债项信用等级为“AA”。 

二、其他约定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其他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的其他影响本期债券本息

安全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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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未决诉讼及债务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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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重大事项。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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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1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2016 年度）》之签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