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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万科股份”或“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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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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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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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1.58亿元，合并报表口径

的资产负债率为82.66%，合并财务报表扣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44.14%，

母公司财务报表资产负债率75.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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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9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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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上市前，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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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本期债券双边挂牌交易。本公司承诺，

若本期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上市前向本公司回售全部

或部分债券认购份额。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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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券上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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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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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科企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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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说明书摘要》，

上述材料已刊登在2017年8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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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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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发行人名称（中文）：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名称（英文）： CHINA VANKE CO.,LTD.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万科 A、万科 H 代 

股票代码： 000002、299903 

注册资本： 11,039,152,001 元 

法定代表人： 郁亮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192181490G 

住所： 中国深州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 

公司设立日期： 1984 年 5 月 30 日 

邮政编码： 518083 

联系人： 朱旭 

联系电话： 0755-25606666 

传真： 0755-25531696 

互联网网址： www.vanke.com 

邮箱： ir@vanke.com 

经营范围：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

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按

深经发审证字第 113 号外贸企业审定证书规定办

理）；房地产开发。 

所属行业： 房地产业 

  

 

                                                        
1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召开 2016 年度股东大会，郁亮先生担任新一届董事会主席。根据《公司章程》

第八条“董事会主席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郁亮先生成为发行人法定代表人，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发行人

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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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的具体信息，请见本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1 日披露的《万科企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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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第三节 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全称 

债券全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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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 02 

债券代码：112561 

二、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 10 亿元。 

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2015 年 8 月 1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5]1915 号文核

准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

债券”）的申请。 

四、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发行人、

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本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10亿元，票面利率为4.54%。 

（二）发行对象 

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

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五、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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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及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债券面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七、债券存续期限 

本期债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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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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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权，则本期

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将其持有的本期

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

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回售申报：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

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八、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4.54%，在其存续期的前 3

年内固定不变。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

后 2 年票面利率为前 3 年票面利率加上或减去调整基点，在其存续期后 2 年固定

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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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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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的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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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

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三）起息日：2017 年 8 月 4 日。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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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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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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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六）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8 月 4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8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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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债券信用等级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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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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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结构。 

十一、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700461 号”《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期债券募集资金验证报告》，

验证：“截至 2017 年 8 月 4 日止，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承销

协议的有关规定，在扣除了发行费用人民币 300 万元(人民币叄佰万元整)之后，

于 2017 年 8 月 4 日将 2017 年第二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净额共计人民币

997,000,000 元(人民币玖億玖仟柒佰万元整)汇至贵公司于招商银行深圳东门支

行开立的账号为 010900122510811 的指定人民币存款账户内。” 

十二、本次债券的增信措施 

本期债券无信用增进安排。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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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4 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 2017 年 9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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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转让，证券简称为“17

万科 02”，证券代码为“11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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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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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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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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万元）  92,926,591.62   83,067,421.39  61,129,556.77 50,840,875.54 

负债总额（万元）  76,810,815.99   66,899,764.26  47,498,595.04 39,251,513.85 

所有者权益（万元）  16,115,775.63   16,167,657.13   13,630,961.73   11,589,3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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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万元）  6,981,047.76  24,047,723.69 19,554,913.00 14,638,800.45 

营业利润（万元）  1,366,165.37  3,902,377.88 3,312,277.73 2,497,935.89 

利润总额（万元）  1,382,691.14  3,925,361.17 3,380,261.76 2,525,236.32 

净利润（万元）  1,005,298.95  2,835,025.55 2,594,943.80 1,928,752.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万元） 
730,272.40  2,102,260.63 1,811,940.62 1,574,54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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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

量净额（万元） 
 2,185,016.07  3,956,612.90 1,604,602.07 4,172,481.91 

投资活动产生现金流

量净额（万元） 
 (1,114,827.15)  (4,338,905.01) (2,094,748.12) (348,737.09) 

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

量净额（万元） 
 972,029.53  3,129,665.06 (510,391.08) (1,961,725.1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万元） 
 2,019,314.09  2,774,239.38  (990,569.85) 1,864,917.05  

 

二、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一）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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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 82.66% 80.54% 77.70% 77.20% 

扣除预收账款后的资

产负债率 
44.14% 47.47% 42.92% 41.46% 

流动比率  1.20  1.24  1.30  1.34 

速动比率  0.47  0.44  0.43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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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6 月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毛利率 25.26% 20.27% 20.16% 20.95% 

总资产报酬率 - 5.76% 6.36% 5.43% 

净资产收益率 - 19.68% 19.14% 19.17% 

EBITDA - 4,142,114.19 3,503,418.53 2,650,271.19 

EBITDA 利息保障倍

数（倍） 
- 7.87 8.53 4.4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 104.88 88.79 58.87 

存货周转率（次） - 0.41 0.40 0.32 

（二）最近三年净资产收益率及每股收益（合并报表口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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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9.68% 19.14% 19.1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1.90 1.64 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1.90 1.6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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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如果发行人在经营过程中，受到自然环境、经济形势、国家政策和自身管理

等有关因素的影响，使其经营效益恶化或流动性不足，可能影响本期债券本息的

按期兑付，产生由违约导致的偿付风险。 

对策： 

为了充分、有效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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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偿债资金、制定并

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格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公司和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5 年修订）》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的要求制定了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

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通知、决策机制和其

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 

本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

的如期偿付，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在利息和到期本金偿付日之前的十五个工

作日内，公司将组成偿付工作小组，负责利息和本金的偿付及与之相关的工作。 

（三）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进一步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

流动性管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

情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

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四）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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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

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人报送公司履行承诺的情况，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

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

必要的措施。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权利和义务，详见本募集说明书第十节“债券受托管

理人”。 

（五）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

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本公司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会、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重

大事项信息披露，至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发行人生产经营状况（包括经营

方针、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信用评级或本期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或发生可能导致该等变化的事件；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

扣押、冻结、抵押、质押、出售、转让、报废等；发行人发生债务违约或者延迟

支付本息的；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

分之二十；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发行人发生

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发行人主体变更的决定；发行人涉及重

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发行人涉嫌违法行为被有关机关调查，

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涉嫌违法行为被有关机关调查或者被采取强

制措；担保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发行人情况发生重

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债券上市条件；其他对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的

事项；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认定的其他事项。 

（六）发行人董事会承诺 

根据本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1 日提请第十七届董事会通讯表决并通过的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的决议以及公司董事会作出的相关承诺，当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

本期债券本息或者在本期债券到期时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至少采取如下措

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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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七）专项偿债账户 

本公司在招商银行深圳东门支行设立了本期债券专项偿债账户，偿债资金将

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本公司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安排本

期债券本息支付的资金，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三个工

作日将当年度应支付的利息或本金和利息归集至专项偿债账户，保证当年度债券

本息的按时足额支付。本公司承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付息日或兑付日前三

个工作日将专项偿债账户的资金到位情况书面通知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若专

项偿债账户的资金未能按时到位，本公司将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中国证监

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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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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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期内或

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

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

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二个月内完成

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发行

主体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

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如发行主体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

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等级或公告信用等级暂时失效。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中诚信证评网

站（www.ccxr.com.cn）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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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请参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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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债券受托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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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请参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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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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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贷款，改善

债务结构。发行人拟将本期债券募集全部用于偿还下列金融机构贷款。 

序号 融资主体 金融机构 借款到期日 
贷款金额

（亿元） 

1 

万科企业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2017 年 10 月 10 日 4.00 

2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2017 年 11 月 11 日 0.50 

3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2017 年 11 月 16 日 0.50 

4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2017 年 12 月 19 日 0.50 

5 上海银行深圳分行 2017 年 12 月 18 日 8.50 

6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2017 年 12 月 20 日 0.50 

7 北京银行深圳分行 2018 年 6 月 20 日 0.50 

合计 15.00 

本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情况、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

使用需要，对具体偿还计划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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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关联方提供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对象 

(万科所占权益比例) 

担保方 

(万科所占权益比例)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开始日 担保到期日 

1 
邦才有限公司（City 

Choice Limited）(100%) 

万科地产（香港）有限公司

(100%) 
218,844.80 连带责任担保 2014/10/7 2018/2/7 

2 
Bestgain Real Estate 

Limited(100%) 

万科地产（香港）有限公司

(100%) 
556,695.47 连带责任担保 2013/3/13 2018/3/13 

3 
利亨有限公司（Gain 

Pioneer Limited）(100%)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434,15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5/10/30 2020/10/30 

4 
Vanke Best Gain 

Holdings Limited(100%) 

万科置业（香港）有限公司

(100%) 
194,191.17 连带责任担保 2014/12/23 2019/12/23 

5 
汇恩有限公司（Alliance 

Grace Limited）(100%) 

万科置业（香港）有限公司

(100%) 
177,975.35 连带责任担保 2016/2/19 2020/4/19 

6 

Diamond Huge Limited

（丽钻有限公司）

(100%) 

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100%) 
214,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6/12/29 2017/12/29 

7 

Diamond Huge Limited

（丽钻有限公司）

(100%) 

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100%) 
213,6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7/2/8 2018/2/8 

8 

Diamond Huge Limited

（丽钻有限公司）

(100%) 

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100%) 
213,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7/2/27 2018/2/27 

9 
科修达有限公司（Fozter 

Limited）(100%)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75,968.96 连带责任担保 2016/4/14 2021/4/14 

10 

汇荣发展有限公司

（Allied Glory 

Development Limited）

（100%） 

万科置业（香港）有限公司

(100%) 
58,744.80 连带责任担保 2016/10/5 2021/4/19 

11 C Plaza Co., Ltd.（100%） V Capital Limited(100%) 127,813.76 连带责任担保 2016/9/21 2019/10/28 

12 

22-12 JACKSON 

AVENUE OWNER LLC 

（70%） 

VANKE HOLDINGS USA 

LLC(100%) 
2,259.54 连带责任担保 2017/6/30 2020/6/30 

13 

Champ Shine Limited

（发亮有限公司）

（100%） 

万科置业（香港）有限公司

(100%) 
37,784.17 连带责任担保 2016/12/21 2018/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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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被担保对象 

(万科所占权益比例) 

担保方 

(万科所占权益比例) 
担保金额 担保类型 担保开始日 担保到期日 

14 
Ultimate Vantage 

Limited（15%） 

万科置业（海外）有限公司

（75%） 
34,979.63 连带责任担保 2014/6/30 2020/6/30 

15 

广州黄埔文冲城中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广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100%) 
36,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4/6/13 2019/6/12 

16 

广州黄埔文冲城中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广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100%) 
2,7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6/2/29 2019/6/12 

17 

广州黄埔文冲城中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广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100%) 
125,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7/5/9 2020/5/8 

18 

上海中区地产有限公司

（Shanghai Central Land 

Estate Ltd.）（100%） 

V Capital Limited(100%) 5,85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6/9/21 2019/10/28 

19 
天津和谐家园建设开发

有限公司(45%) 

天津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 
40,545.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6/11/11 2018/11/11 

20 
上海申养投资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41%） 

上海万科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100%） 
2,05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6/12/16 2024/12/15 

21 
深圳市万科滨海房地产

有限公司(50%) 

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100%) 
45,0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7/2/22 2019/2/20 

22 

广州黄埔文冲城中村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广州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

司(100%) 
4,7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7/3/1 2019/9/12 

23 
江西华思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65%） 

江西万科益达置业投资有

限公司（50%） 
3,25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7/5/18 2019/5/17 

24 

哈尔滨招商嘉天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0%） 

长春万科房地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100%） 
12,500.00 连带责任担保 2017/6/13 2017/11/26 

发行人除为子公司或联合营公司因经营需要而提供担保之外，发行人子公司

按房地产经营惯例为商品房承购人提供抵押贷款担保。担保类型为阶段性担保和

全程担保。阶段性担保的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商品房承购人所购

住房的《房地产证》办出及抵押登记手续办妥后并交银行执管之日止；全程担保

的担保期限从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83.76 亿元，占发行人

2016 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重为 25.01%。其中，发行人及

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人民币 269.70 亿元，发行人及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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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4.06 亿元。发行人及控股

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发行人亦无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根据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上述各担保主体严格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二、重大未决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情况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涉及金额占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

以上，且标的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之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不存

在影响本期发行的重大行政处罚事宜。 

三、重大承诺 

1、约定资本支出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资本承担如下： 

单位：亿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已签订的正在或准备履行的建安合同 1,328.80 756.84 

已签订的正在或准备履行的土地合同 80.65 34.91 

合计 1,409.45 791.75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约定资本支出须在合同他方履行合同规

定的责任与义务同时，若干年内支付。 

2、租赁承诺 

根据不可撤销的有关房屋、固定资产等经营租赁协议，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以后应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如下： 

发行人应支付的最低租赁付款额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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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负债表日后第 1 年 38,950.66 11,048.92 

资产负债表日后第 2 年 30,494.86 6,640.59 

资产负债表日后第 3 年 27,944.77 2,548.85 

以后年度 210,027.61 5,600.06 

合计 307,417.90 25,8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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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发行人: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  

联系地址：中国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  

法定代表人：郁亮 

联系人：许国辉、史晓云、熊延龙、刘建江、胡晓峰 

联系电话：0755-25606666 

传真：0755-25531696 

 

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杨芳、朱鸽、陈小东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504 

三、分销商：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2 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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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王彬 

联系电话：010-65608390 

传真：010-65608440 

2、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2 号中国人寿广场 B 座 7 层 

法定代表人：马骥 

联系人：张磊、谷正兵 

联系电话：021-23153547、021-23153499 

传真：021-23153507 

3、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1928 号东海大厦 4 楼债券发行部 

法定代表人：赵俊 

联系人：阮洁琼 

联系电话：021-20333395 

传真：021-50498839 

四、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 6001 号太平金融大厦 12 楼 

负责人：麻云燕 

经办律师：麻云燕、王翠萍、饶春博 

联系电话：0755-88265120、5059、5042 

传真：0755-88265175 

五、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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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中国北京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毕马威大楼 8 层 

负责人：钟启明、房炅 

联系人：钟启明、黄振邦、陈泳意 

联系电话：020-38138828、0755-25471088、020-38137631 

传真：0755-82668930 

六、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 599 号 1 幢 968 室 

联系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760 号安基大厦 8 楼 

负责人：关敬如 

主要联系人：吴丹 

联系电话：021-51019090 

传真：021-5101903 

七、承销商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6 号 SK 大厦 36-37 层 

负责人：吴鹏 

经办律师：郑晓槿、卢思家 

联系电话：010-59572247 

传真：010-65681022 

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东门支行 

银行账户：0109001225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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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2012 号 

总经理：王建军 

电话：0755-88668888 

传真：0755-82083947 

邮政编码：518038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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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12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 25 楼 

负责人：戴文华 

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邮政编码：518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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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1、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

报告、2017 年半年度的财务报表；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之专项核查报

告； 

3、关于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业务核查的专项法律意见书； 

4、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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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6、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7、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8、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要求披露的其他文件。 

二、查阅时间 

工作日：除法定节假日以外的每日 9:00-11:30，14:00-16:30。 

三、查阅地点 

发行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 

联系地址：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 33 号万科中心 

法定代表人：郁亮 

联系人：许国辉、史晓云、熊延龙、刘建江、胡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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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755-22198369 

传真：0755-25531696 

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杨芳、朱鸽、陈小东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504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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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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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