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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公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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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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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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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1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29 日上市，由于其《招股说明书》更新、披露了 2016 年度的主要经

营、财务相关数据，涵盖公司债券披露内容，因此证监会上市处、上交所债券部协商一致豁免了发行人本

次公司债券年报的披露。由此，本报告援引内容、信息均来至于《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招股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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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15]2714 号”文核准，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

人”或“公司”）可在中国境内公开发行不超过 12 亿元（含 12 亿元）

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6粤港01、136396。 

四、发行主体：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12亿元。 

六、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品种，第3年末附发行人票面利

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利率：3.05%。 

八、债券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 

九、发行价格：按票面金额平价发行。 

十、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

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

券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 

十一、起息日：2016年5月27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

每年的5月27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十二、付息日：2017年至2021年间每年的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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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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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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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息）。 

十三、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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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

不另计利息）；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

期日为2019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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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四、还本付息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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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

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

理。 

十五、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六、信用等级：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的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十七、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通过上述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司营运资金需求，有助

于公司业务的开展与扩张，市场的开拓及抗风险能力的增强。 

十八、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

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6 
 

第二章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洪先 

设立日期 2010年12月28日 

注册资本 人民币549,450.00万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549,450.00万元 

注册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大道南9号603房 

邮政编码 51010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马楚江（董事会秘书）、林镜秋（证券事务

代表） 

联系电话 020-83052510 

传真 020-8305141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5659972745 

所属行业 水上运输业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港务

船舶调度服务；船舶通信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

水上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运

代理；货物检验代理服务；货物报关代理服务；联

合运输代理服务；装卸搬运；其他仓储业（不含原

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储、危险品仓储）；港口

及航运设施工程建筑；水利和内河港口工程建筑；

软件开发；计算机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水运工程设计服务；铁路沿线维护管理

服务；集装箱制造；集装箱租赁服务；运输设备清

洗、消毒服务（汽车清洗除外）；货物进出口（专

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商品批发贸易（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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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审批类商品除外）；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

仓储）；物业管理；物流代理服务；供应链管理；

仓储代理服务；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

外）；商品信息咨询服务；冷库租赁服务（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市场经营管理、摊位出租（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铁路运输通信服务（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无线通信网络系统性能检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电子、通信与自动控制技术研究、开发（仅限分支

机构经营）；信息电子技术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网络技术的研究、开发（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计算机网络系统工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软件

测试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电子工程设计服

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通信工程设计服务（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电子自动化工程安装服务（仅限

分支机构经营）；电子设备工程安装服务（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智能化安装工程服务（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服务（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智能卡系统工程服务（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通信系统工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通信设施安装工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通信线路和设备的安装（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受企业委托从事通信网络的维修、维护（不涉及线

路管道铺设等工程施工）（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楼宇设备自控系统工程服务（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以下经营范围应当取得相关部门的许可审批后，方

可从事相应的经营活动：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

地、浮筒等设施；提供港口货物装卸（含过驳）、

仓储、港内驳运、集装箱装卸、堆存、及装拆箱等

简单加工处理服务；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

泊提供顶推、拖带等服务；为旅客提供候船、上下

船舶设施和服务；船舶补给供应服务；船舶污染物

接收、围油栏供应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

械的租赁、维修服务；港口危险货物作业（仅限分

支机构经营）；成品油批发（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道路货物运输；停车场经营；危险化学品运输（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铁路货物运输（具体经营项目

以交通部门审批文件或许可证为准）（仅限分支机

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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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2016年度主营业务概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集装箱、煤炭、粮食、钢材、汽车、金属矿石、

油品等货物的装卸及物流等业务，主营业务较为突出，其中港口装卸

业务是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 

发行人目前主要经营地点是广州港。2016 年，公司完成货物吞

吐量 4.05 亿吨，占广州港全港货物吞吐量的 77.44%；公司完成集装

箱吞吐量 1,595.3 万 TEU，占广州港全港集装箱吞吐量的 85.48%。 

发行人下属 11 家分公司，22 家一级控股子公司和 15 家二级控

股子公司，及 19 家主要参股公司。公司所辖的码头布局从入海口往

里依次为南沙港区、新沙港区、黄埔港区、内港港区。珠江口引航锚

地至南沙港区航道底标高-17 米，有效宽度 243 米；南沙港区至黄埔

新港港区航道底标高-13 米，航道底宽为 160 米；黄埔新港港区至黄

埔老港港区航道底标高-9 米，航道底宽 120 米；内港港区航道水深较

浅，航道底标高-5～-7.4 米，航道底宽 100-120 米。其中，南沙港区

是承担集装箱、能源、石油化工、滚装汽车、杂货、粮食港口作业以

及保税、物流、商贸、临港工业开发的综合型深水港区；新沙港区是

承担集装箱、煤炭、铁矿石、滚装汽车、粮食等港口作业为主的综合

性港区；黄埔港区承担沿海、近洋集装箱、粮食、煤炭、成品油等散

货港口作业和沿海粮食中转港口作业；内港港区保留部分泊位的货运

功能，其部分泊位逐步搬迁、调整为城市功能，主要承担广州市及珠

江三角洲地区能源物资、原材料、粮食、杂货及沿海、近洋集装箱港

口作业。 

广州港地处珠江三角洲中心位置，集疏运系统完善，水路、公路、

铁路、空运集疏运网络发达。水路通过珠江航道与泛珠三角洲地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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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市相连，集疏运可辐射至广东、广西等珠江流域，内河驳船集疏

运可覆盖泛珠三角洲，且水路集疏运可远至海南、福建等周边省份。

公司拥有港区铁路与全国铁路干线联网，可覆盖湘、鄂、赣、桂、云、

贵、川等经济腹地。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主要运营泊位

68 个，其中集装箱专用泊位 25 个、煤炭专用泊位 4 个，油品及液体

化工专用泊位 5 个，其他散杂货泊位 34 个；拥有拖轮船队、穿梭巴

士船队以及连接内陆腹地的港口专用铁路。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共拥有 79 条外贸航线。 

 

三、发行人2016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2016年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已经立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

会师报字[2017]第ZC10049号审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096,689.38 1,987,890.77 1,811,812.32 

负债合计 960,270.66 913,378.68 795,601.2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合计 
999,632.82 945,935.38 900,603.1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36,418.71 1,074,512.09 1,016,211.11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096,689.38 1,987,890.77 1,811,812.32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773,738.72 671,260.81 607,95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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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成本 576,545.41 464,068.43 383,685.51 

营业利润 97,763.76 99,095.52 112,537.55 

利润总额 104,354.96 103,844.70 119,952.18 

净利润 79,102.67 78,647.51 91,254.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7,087.88 67,249.25 80,680.0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981.79 68,424.12 130,930.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1,865.74 -234,175.69 -198,842.5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026.44 160,726.72 78,499.9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049.95 -4,990.76 10,58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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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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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许可[2015]2714号”文核

准。本期公司债券于2016年5月27日发行结束，发行总额为12亿元，

扣除承销费用等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16年5月27日汇入

发行人在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开设的存储账户。根据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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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券披露使

用用途专款专用。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全部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专项账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越秀支行 

账号：11015375859007 

截至2016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良好，募集资

金用途未发现与募集说明书不一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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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并按

照募集说明的要求执行偿债保障措施。 

截至2016年12月31日，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

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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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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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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公司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金公司对公司履行募集说明

书及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

状况、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对公司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中金公司依据《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

关规定，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2016年度，受托管理人的职责未出现变更和补充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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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2016年5月27日正式起息。付息日为2017年至2021年

每年的5月27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

年至2019年每年的5月27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017年5月27日，发行人向本期债券全体持有人支付了自2016年5

月27日至2017年5月26日期间的利息。按照《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7年付息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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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大公国

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6年完成了对本期债券的初次评级，自2017

年起对本期债券进行跟踪评级。 

2017年1月4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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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港股份有限公

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16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该报告评定公司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A级，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项信用等级为AAA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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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的变

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信息披露负责人为马楚江（董事会秘书）、

林镜秋（证券事务代表），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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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其他事项 

 

一、担保情况 

发行人报告期末无为其他单位提供债务担保形成的或有负债及

其财务影响。报告期内，发行人全资子公司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为其参股公司潮州市亚太港口有限公司提供了共计22,14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由于上述保证合同约定了连带保证责任，因此若潮州市

亚太港口有限公司对主合同下债务发生违约或无法履行的情形，广州

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须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风险，共22,140万元。

2016年12月8日，广州港集团有限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由广州

港集团有限公司代替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承担上述担保责任。

2016年12月12日，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潮州市分行向广州港集

团有限公司、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出具《关于潮州市亚太港口有

限公司变更贷款保证人有关问题的说明》，同意广州港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不再承担上述担保责任。 

 

二、重大诉讼及仲裁情况 

发行人报告期内无需要披露的重要未决诉讼或仲裁情况。 

 

三、其他重大事项 

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核查，发行人

报告期内无需要披露的其他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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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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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2016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6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