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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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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向平安证券提供的其他

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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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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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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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2011年2月12日，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珠海港”、“公司”或“发行人”）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公司债券核

准文件，核准文号为证监许可【2011】183号，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或“本期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2011年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1珠海债、112025。 

四、发行规模：人民币5亿元。 

五、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六、债券期限：8年期，在第5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债券利率：票面利率6.80%。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逾期不另计利息。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

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十、起息日：债券存续期间每年的3月1日为该计息年度起息日。 

十一、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2012年起每年的3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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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十二、利率上调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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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幅度为1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1个基点

为0.01%。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回售申报日前的第10个交易日，在中国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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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公司债券后续期限

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三、回售条款：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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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5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

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有本期

债券。 

投资者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的，须于发行人发出

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起10个工作日内进行登记；若投资者未做登记，则视为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上调。 

十四、担保人及担保方式：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集

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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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范围包括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十五、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诚信证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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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评级机构将出具跟踪评级报告，详细

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十七、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11珠海债”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期

内，依据相关规定，采用发送《债券存续期重大事项问卷调查》、电话沟通、查

阅相关公告及文件等方式，持续关注发行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资信状况，

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第三节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珠海港系于1989年3月9日经珠海市证券委员会【珠证（1989）1号】批准在

珠海经济特区富华涤伦丝厂基础上改制成立。1992年4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珠

海分行（92）珠银金管字第095号文批复确认公司发行股票为向社会公开发行股

票。1993年3月26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股票正式挂牌上市，总股本

为15,978万股。1993年7月4日，公司实施每10股送2股红股并配售5股新股，每股

价格8元，同时向内部职工配售391.23万新股。除权、送配之后，共新增股本

11,575.83万股，总股本27,553.83万股。1994年7月14日，公司实施法人股每10股

送1股红股，派3元现金红利；个人股每10股送4股红股，不派现金。共新增股本

6,945.912万股，总股本为344,997,420股。2010年9月13日，公司办理完成相关工

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名称由“珠海经济特

区富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由“粤富

华”变更为“珠海港”，股票代码不变。公司于2012年5月15日召开的2011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344,997,42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8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620,995,356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3]146号文核准，公司向截至股权登记日2013年2月27日深圳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珠海

港全体股东，按照每10股配3股的比例配股。截至认购缴款结束日（2013年3月6

日），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168,541,709股，公司有限售条

件流通股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3,854股，本次配股新增公司股份共计168,545,563

股。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配股共计168,545,563股人民币普通股已于

2013年3月14日上市，公司总股本增至789,540,919股。 

公司经营范围是：港口及其配套设施的项目投资；电力项目投资；玻璃纤维

制品项目投资；饮料项目投资；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项目投资；社会经济咨询。 

二、发行人2017年度经营情况 



 

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年，也是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一年,全球贸

易经济形势呈现回暖态势，“一带一路”战略深入推进使得我国在国际贸易市场

地位更加突出，带动了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2%，增速创6年来新

高；在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带动下，国内旅游文化、休闲娱乐等服务消费增长强劲，

内贸增加值首次突破10万亿大关。面对国内外贸易环境积极向好的有利局面，公

司旗下码头着力丰富航线网络，提升区域辐射能力，货物吞吐量显著增加；物流

业务回归以母港为中心，以多式联运促进聚货母港；港航配套业务积极拓展服务

边界，不断提高效益水平；综合能源板块资本、产业双翼齐飞，继续深耕全国布

局；港城建设板块扎实推进现有项目建设，大力储备后续发展、合作资源。同时，

公司在适度主业多元化的战略考虑下，推行事业部制改革，着力培育港口航运、

物流供应链、能源环保、港城建设、航运金融五大业务板块。经审计，公司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18.61亿元，同比增长3.30%，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41亿元，

较上年增长34.92%，每股收益0.18元，净资产收益率5.25%。 

三、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 

资产总计 5,915,200,733.05 5,721,015,456.50 3.39% 

负债合计 2,825,175,506.3 2,803,512,619.53 0.7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742,623,018.72 2,616,708,657.32 4.81% 

少数股东权益 347,402,207.96 300,794,179.65 15.4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变动 

营业收入 1,860,636,423.65 1,801,125,932.76 3.30% 

营业利润 201,150,360.46 138,061,446.12 45.70% 



 

利润总额 203,854,602.50 152,092,252.59 34.03% 

净利润 165,871,937.71 120,223,240.60 37.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0,607,984.76 104,219,213.74 34.92%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6,239,648.37 279,360,358.37 31.1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3,860,392.10 -299,391,515.17 65.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647,848.90 -69,487,387.77 -69.31% 

 



 

 

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83号文核准，发行人于2011年3

月1日至2011年3月7日公开发行了5亿元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合计发行5亿元，网

上公开发行1,000万元，网下发行49,000万元。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

集资金（含专户利息）494,441,234.82元已于2011年3月14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

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

情况出具了编号为立信大华验字[2011]112号的验资报告。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于2011年2月25日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发行人

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的部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的银行借款，剩余资金将用于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

途使用完毕。 



 

 

第五节  本期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珠海港集团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17

年度内，珠海港集团持续盈利，资产规模保持增长，信用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人合并报表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2,244,743.2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871,911.59 万元；2017 年度，担保人（合并口径）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416,941.81 万元，实现净利润 4,295.00 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17,001.36 万元。珠海港集团的担保可为本期债券的到期偿付提供较为有力

的外部支持。



 

 

第六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七节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2017年度内，证券事务代表未发生变动。 



 

 

第八节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发行人于2018年3月1日支付自2017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期间的利息。

根据《2011年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以及《关于“11珠海

债”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80%，

本次付息每手（面值1,000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息为人民币68.00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54.40元；扣

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QFII、RQFII）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手派发利息61.20

元。相关付息具体事宜请参见发行人于2018年2月13日公告的《珠海港股份有限

公司“11珠海债”2018年付息公告》。 



 

 

第九节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2017年6月12日出具的《信用等级通知书》

（信评委函字[2017]跟踪258号），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

稳定；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评级机构将于2018年6月30日前出具跟踪评

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第十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49,683.3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6.08%，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

项。 

发行人所有对外担保均按要求履行了决策程序。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止2017年末，发行人未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涉及的其他未决诉讼或

仲裁事项如下： 

1、本公司之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物流”）于2014

年10月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起诉江苏申诚塑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申

诚”）、盐城新天顺啤酒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城新天顺”）、江苏中远国

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远”）和盐城中远公司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盐城中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要求江苏申诚支付货款2,029.18万元，盐城

新天顺承担保证责任，并要求港物流委托的江苏申诚提供的质物的监管方江苏中

远对江苏申诚和盐城新天顺无法清偿部分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同时要求江苏中

远的股东盐城中远对江苏中远无法清偿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本案在两次开庭

后，金湾法院以本案与申诚公司和法定代表人申王泽涉嫌合同诈骗罪的刑事案件

存在一定关联为由（刑事案件需要追赃偿还贵司损失），中止了本案的审理。2017

年12月27日获悉刑事案件判决已生效，金湾法院于2018年1月4日前往羁押被告的

东台市看守所现场开庭审理此案，目前民事案件一审已判决港物流胜诉。 

2、本公司之子公司珠海港物流于2016年3月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起诉山

西煤炭运销集团朔州怀仁有限公司（简称“山西煤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要

求被告山西煤运向珠海港物流返还全部货款2500万及损失2,693,883.86元。目前

一审已判决，判决如下：山西煤运应本判决生效起15日内向珠海港物流返还货款



 

24,562,000.00元、损失2,693,883.86元及支付违约金。相关款项珠海港物流已于

2016年度计提70%的坏账准备。一审判决港物流胜诉，山西煤运需偿还珠海港物

流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宝东承担连带责任。二审维持原判。 

3、本公司之子公司珠海港物流于2016年4月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起诉海

南惠海利成实业有限公司（安宾、刘璇）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要求被告返还拖欠

珠海港物流玉米货款5,561,157.8元及逾期付款利息139,362.61元。目前一审已判

决，判决如下：安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7日内向珠海港物流支付货款

5,011,157.80元及违约金。相关款项珠海港物流已于2016年度计提70%的坏账准

备。一审判决港物流胜诉，海南惠海利成实业有限公司（安宾、刘璇）需偿还珠

海港物流货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二审判决维持原判。 

4、2017年2月15日广州市番禺华南企业集团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

能源”）向广州市番禺人民法院起诉本公司之子公司珠海港物流，要求撤销2014

年12月23日其与珠海港物流签订的《债务承担协议》，并要求珠海港物流返还其

代鼎鑫承担欠款968万元。2017年11月17日，华南能源以解除权为由另案起诉珠

海港物流并对旧案进行了撤诉。2017年12月27日，珠海港物流向番禺法院寄出管

辖权异议上诉状。现待对方律师至法院签收上诉状后，移送广州中院。2018年3

月2日，港物流已签收管辖权异议的《民事裁定书》和开庭传票，裁定驳回管辖

权异议上诉的请求，并拟定于4月26日在番禺法院开庭审理。 

5、2016年9月12日，本公司之子公司珠海港物流起诉珠海市鑫洲矿业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鑫洲”）拖欠珠海港物流882.70万元退还货款的债务，约定

由广州市鼎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鑫”）以铁矿粉抵债的形式偿还。铁

矿粉处置后，仅清偿货款77.21万元。2017年5月24日，珠海港物流取得一审胜诉

判决。2017年6月15日，鼎鑫案的鑫洲已提出上诉。因鼎鑫下落不明，未能确认

其是否上诉。2017年9月30日，目前已经完成公告送达判决，正在向中院移卷。

2018年2月5日，鼎鑫二审案中院已受理，目前正进行公告送达。2018年3月9日，

案件移送二审法院后，因鑫洲矿业一直拖延缴纳上诉费，法院已按撤回上诉处理，

目前正在制作撤诉裁定，裁定送达后，一审判决即生效。 

6、本公司之子公司珠海港物流于2016年11月向珠海市金湾区人民法院起诉



 

陕西省经济协作总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经协”）、李玉成等公路货物运输合同

纠纷一案，要求被告陕西经协支付运费42,515,978.03元及违约金2,207,065.03元；

李玉成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珠海港物流已查封陕西经协在西安中院的600万执行

回款、在第三方公司的3600万应收账款及少量银行账户。法院于2017年12月12

日、12月22日两次开庭审理，现等待宣判。2017年12月27日，收回欠款3,400,942

元（金湾法院扣除执行费109,877元后转入3,291,065元）。2018年3月9日，经与

金湾法院协商，由陕西经协和港物流同时将计算明确的利息和罚息文件递交给西

安中院，由其确认划转金额；如其不愿划转，则由法院正式发出公函形式进行沟

通。 

7、本公司之子公司东电茂霖于2016年10月向沈阳仲裁委员会就与沈阳中科

天道新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中科天道”）关于风机采购合同

纠纷一案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委员会裁决沈阳中科天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质

保义务。东电茂霖于2016年10月向仲裁委员会申请财产保全，请求：冻结被告银

行存款人民币3400万元或查封、扣押被告相当于人民币3400万元的其他财产，并

由珠海港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珠海市吉大景山路92号12楼房产和

珠海市前山岱山路78号房产为其提供财产保全担保。仲裁委员会已于2016年11

月将财产保全申请书提交至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已于

2017年1月4日裁定通过财产保全申请。2017年12月21日，在沈阳市仲裁委开庭审

理此案，目前本案尚未判决。 

8、孙晓世于2017年状告本公司之子公司功控集团违约，因功控集团名下物

业工业大厦1-3层公开招标，自然人陈可沛合法中标。承租人孙晓世以功控集团

工业大厦招标期间与其存在事实租赁关系为由状告功控集团违约。该案件于2017

年12月14日第一次开庭。庭后陈可沛及孙晓世都提供了新证据。2018年2月9日，

于香洲区人民法院第二次开庭，目前等待法院判决。 



 

三、相关当事人 

2017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

动。 

（以下无正文） 



 

（本业无正文，为《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7年度）》

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