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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本公司”或“温

氏股份”）董事会成员已批准该上市公告书，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对2017年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上市申请及相关事项的审查，均不构成对本期债券的价值、收益及

兑付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任何保证。因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

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

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

券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末（2017年6月30日）合并报表

中所有者权益合计（含少数股东权益）为280.23亿元，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

为30.44%，母公司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24.84%；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14

年-2016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8.86亿元，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前的财务指标

符合相关规定。 

本期债券上市地点为深交所，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

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期债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牌

（以下简称“双边挂牌）上市交易。本次债券上市前，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

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本次债券双边挂牌交易，本公司承诺，若本次



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次债券上市前向本公司回售全部或部分债

券认购份额。本次债券上市后的流动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在向深交所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时，已与受托管理人就债券终止上市的后

续安排签署协议，约定如果债券终止上市，发行人将委托该受托管理人提供终止上

市后债券的托管、登记等相关服务。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债券持有人会议、债

券受托管理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等信息，请仔细阅读《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公告》和《广东温氏

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

明书》，上述材料已刊登在2017年6月30日的《证券时报》上。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以及巨潮资讯网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 

 

  

http://www.cninfo.com.cn/


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1、发行人名称：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GUANGDONG WENS FOOD STUFF GROUP CO.,LTD 

3、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4、股票简称：温氏股份 

5、股票代码：300498 

6、注册资本：5,220,356,227元 

7、法定代表人：温志芬 

8、公司设立日期：2012年12月10日 

9、营业执照注册号：91445300707813507B 

10、住所：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9号 

11、董事会秘书：梅锦方 

12、证券事务代表：梁伟全 

13、联系地址：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9号 

14、邮政编码：527400 

15、联系电话：0766-2291779 

16、联系传真：0766-2291818 

17、电子信箱：dsh@wens.com.cn 

18、互联网网址：www.wens.com.cn 

19、经营范围：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本企业的进料加工

和“三来一补”业务（按[99]外经贸政审函字第951号文经营）。生产、加工、销售：

禽畜、罐头食品、冷冻食品、肉食制品、饲料；农业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相关技

术的检测、推广、培训（上述项目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 



关于公司的具体信息，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披露的《广东温氏食品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第六节。 

  



第三节 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全称 

债券全称：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17温氏02   

债券代码：112539 

二、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20亿元。 

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次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596号”文核准公开发行。 

四、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次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

（簿记管理人）根据询价簿记情况进行配售。 

（二）发行对象 

本次债券面向符合《管理办法》规定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开立合格A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五、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本次债券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承销团成员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和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债券面额及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七、债券存续期限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八、债券票面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1、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87%。 

2、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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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

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

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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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

总额的本金。 

3、起息日：2017年7月4日 

4、发行日期：2017年7月4日至2017年7月5日 

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

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6、付息日：2018年至2022年每年的7月4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

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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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至

2020年每年的7月4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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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2年7月4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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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4日（如遇法定及政府

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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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债券信用等级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

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十、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借款及补充营运资金。 

十一、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会验字

[2017]G16041420690号《验资报告》，截至2017年7月5日止，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共筹得募集资金人民币19.84亿元（大写：人民币壹拾玖亿

捌仟肆佰万元整）。 

  



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债券上市核准部门及文号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7]509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2017年8月21日起在深

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双边挂牌交易，证券简称为“17温氏02”，证

券代码为“112539”。 

二、债券上市托管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的债券登记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登记托管在登记公司。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028,453.56 4,143,815.12  3,273,496.56 2,533,693.03 

总负债 1,226,184.42 1,005,877.93  970,532.69 1,024,319.74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2,751,209.80 3,046,089.29  2,226,405.88 1,454,752.15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2,512,351.53 5,935,523.72  4,823,736.98 3,804,022.69 

净利润 179,403.51 1,223,792.37  663,647.69 287,710.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81,021.05 1,178,987.93  620,536.66 266,397.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742.70 1,465,274.37  930,322.28 457,168.2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减少）额 
-13,002.19 -70,163.17  2,564.78 -96,173.25 

 

二、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一）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指标 

2017年 6月 30

日/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42 1.88 1.66 1.16 

速动比率（倍） 0.43 0.79 0.72 0.26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4.84 34.00 31.26 35.72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133.30 365.70 403.46 623.06 

存货周转率（次/年） 2.08 4.38 4.57 4.2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81,021.05 1,178,987.93  620,536.66 266,397.85 



财务指标 

2017年 6月 30

日/2017 年 1-6

月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6 年

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

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倍） - - 96.97 11.59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元/股） 0.08 3.37 2.57 1.43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02 -0.16 0.01 -0.3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总额（万

元） 
2,751,209.80 3,046,089.29  2,226,405.88 1,454,752.15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合并报表口径）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

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净

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情况如下： 

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

股收益（元） 

基本 0.35 2.71  1.71 0.84 

稀释 0.35 2.71  1.71 0.8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净

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6.09 43.48 34.95 19.9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

股收益（元） 

基本 0.32 2.72  1.69 0.78 

稀释 0.32 2.72  1.69 0.7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 5.58 43.60 34.57 18.62 

 

  



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发行人目前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宏观经济环境、资

本市场状况、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因素以及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

定性。这些因素的变化会影响到公司的运营状况、盈利能力和现金流量，可能导致

公司无法如期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次债券本息，从而使投

资者面临一定的偿付风险。 

关于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披露的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在本期债券发行时，本公司已根据现时情况安排了偿

债保障措施来控制和保障本期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关于本公司的资信情况，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披露的《广东温氏食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第四节。 

  



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

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次（期）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公司年报公告后的两个

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

期跟踪评级。 

公司应按联合评级跟踪评级资料清单的要求，提供有关财务报告以及其他相关

资料。公司如发生重大变化，或发生可能对信用等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应

及时通知联合评级并提供有关资料。联合评级将密切关注公司的相关状况，如发现

公司或本次（期）债券相关要素出现重大变化，或发现其存在或出现可能对信用等

级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时，联合评级将落实有关情况并及时评估其对信用等级

产生的影响，据以确认或调整本次（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如公司不能及时提供上述跟踪评级资料及情况，联合评级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

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必要时，可公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直至公司提供相关资料。 

跟踪评级结果将同时报送公司、监管部门、交易机构等。若需在本公司和交易所等

网站公布，交易所网站公布时间不晚于本公司等网站。 

  



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引入了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度，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公

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采取一切

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2016 年 1 月，公司与中金公司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金公司受聘担任

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关于《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请见本公司 2017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募集说明书》第十节。  



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债券持有人认购、交易、受让、继承、承继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公司债

券之行为视为同意并接受本公司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受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之约束。 

关于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请见本公司于2017年6月30日披露的《广

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募集说明书》第九节。 

 

  



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31次会议审议，并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不超过50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额度，其中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20亿元。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安排 

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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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名称：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 

银行账户： 644459968003 

 

三、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20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偿还

公司借款及补充公司营运资金。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偿还其他借款，可以优化债务结

构；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有利于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满足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对流动

资金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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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考虑目前公司及其子公司借款成本及预计还款时间，公司本次偿还借款计

划如下： 

序号 借款银行 起止年月 借款利率 拟还款金额（万元） 

1 汇丰银行 2017.05.10 2017.11.09 4.35% 20,000.00 

 

若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时间与公司预计不符，公司将本着有利于优化公司债务结

构、尽可能节省财务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偿还。 



 

四、募集资金运用对发行人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发行人负债结构的影响 

本期债券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在不考虑融资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以2017

年半年报财务数据为基准，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母公司资产负债率将从24.84%

上升至28.85%，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由30.44%上升至33.41%。 

（二）对于发行人短期偿债能力的影响 

在不考虑融资过程中所产生的相关费用情况下，以2017年半年报财务数据为基

准，本期债券发行完成后，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的流动比率由发行前的1.42上升至

1.62，速动比率由发行前的0.43上升至0.61，发行人的短期偿债能力将有所增强。 

  



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期

债券的按期足额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第十三节 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温志芬 

住所： 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 9 号 

电话： 0766-2291779 

传真： 0766-2291818 

联系人： 李炜钊 

（二）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代）： 毕明建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联系人： 赵亮、郭允 

（三）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郭斌 

住所： 中国北京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8 

电话： 010-66413377 

传真： 010-66412855 

经办律师： 文梁娟、韦佩 

（四）会计师事务所：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蒋洪峰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555 号粤海集团大厦 10 楼 

电话： 020-83939698 

传真： 020-83800977 

经办会计师： 陈昭、胡敏坚 

（五）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信宏 

住所：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北道 38 号爱俪园公寓 508 

电话： 022-58356998，010-85172818 

传真： 022-58356989，010-85171273 

经办分析师： 周馗 、张爽 

（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浮新兴科技园支行 

银行账户： 644459968003 

（七）公司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总经理： 王建军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南大道 2012 号 

电话： 0755-88668888 

电子邮件： cis@szse.cn 

（八）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负责人： 戴文华 

地址： 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电话： 0755-25938000 

传真： 0755-25988122 

 

  



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本上市公告书的备查文件目录如下： 

1、发行人2012年—2015年1-6月审计报告、2015年审计报告、2016年审计报告

和2017年半年报； 

2、主承销商出具的核查意见；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4、资信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5、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6、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7、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投资者可以至本公司及主承销商处查阅本募集说明书全

文及上述备查文件，或访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查阅本募集

说明书及摘要。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9:00-11:30，14:00-17:00。 

 

三、查阅地点 

（1）发行人：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新城镇东堤北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 温志芬 

电话： 0766-2291779 

传真： 0766-2291818 



联系人： 李炜钊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写字楼 2 座 27 及 28 层 

法定代表人（代）： 毕明建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 010-65051156 

联系人： 赵亮、郭允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广东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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