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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7年度）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准，本公司 2016、2017 年度

共发行六期公司债券，2017 年度将“16 瑞通 01”公司债券偿还。公司债券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发行债券金额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交易场所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16瑞茂01 136250 
2016年3
月1日 

2019年3
月1日 

700,000,000 6.5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 

16瑞茂02 136468 
2016年6
月13日 

2019年6
月13日 

600,000,000 6.45%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16瑞茂通 135352 
2016年3
月28日 

2018年3
月28日 

1,000,000,000 7.5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6瑞通01 145019 
2016年
10月11
日 

2019年
10月11
日 

1,000,000,000 7.0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16瑞通02 145087 
2016年
10月28
日 

2019年
10月28
日 

1,000,000,000 6.50%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非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7瑞茂01 145743 
2017年9
月1日 

2020年9
月10日 

950,000,000 7.5%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
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上海证券
交易所 

1．“16 瑞茂 01”期限为 3 年，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本期债券本金兑付日为 2019 年 3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8 年 3 月 1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16 瑞茂 02”期限为 3 年，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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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权。本期债券本金兑付日为 2019 年 6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8 年 6 月 1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3．“16 瑞茂通”期限为 2 年，附第 1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本期债券本金兑付日为 2018 年 3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7 年 3 月 28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4．“16 瑞通 01”期限为 3 年，附第 1 年、第 2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19 年的 10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第 1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

兑付日为 2017 年 10 月 1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如投

资者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18 年的 10 月 11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5．“16 瑞通 02”期限为 3 年，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19 年的 10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

的第 1 个交易日）。如投资者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18 年的 10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6．“17 瑞茂 01”期限为 3 年，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0 年的 9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

第1个交易日）。如投资者第2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19

年的 9 月 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和三方监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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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上述五次公司债券的发行分别协同监管银行及主承销商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监管

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债券简称 债券编码 监管银行 主承销商 监管专户账号 

16瑞茂01 13625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8111101013500084019
16瑞茂02 136468 

16瑞茂通 135352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大街支行 

国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99501880156691995 

16瑞通01 14501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九州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462090100100088217
16瑞通02 145087 

“17瑞茂01”  145743 光大银行郑州东风支行
大同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77250188000127003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期末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余额 备注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8111101013500084019 15,330.03 利息结余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大街支行 

99501880156691995 25,702.14 利息结余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分行 

462090100100088217 103,293.26 利息结余 

瑞茂通供应链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郑州东风支行 77250188000127003 47,305.87 利息结余 

合  计    191,631.30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16 瑞茂 01”和“16 瑞茂 02”公开发行债券 

根据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754 号”批复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不超过 15 亿元（含 15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公司债

务和补充营运资金。公司与监管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债券受托管理人兴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行监管。公司按照

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16 瑞茂 01”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净额

为 6.98 亿元。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专项账户账号

8111101013500084019。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6 瑞茂 02”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净额

为 5.99 亿元。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专项账户账号

8111101013500084019。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中 2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剩余部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后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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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5,330.03 元，是由于银行批量结息形成。因债券发行时间、募

集资金实际到位情况与银行借款偿还期并不完全契合，债券募集资金所偿还的借款项目与募

集说明书列示的有所调整，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偿还公司债务的金额比例也与募集说明书有

所差别。根据核准的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运用”一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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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节省公司利息费用的原则灵活安排偿还

公司债务。” 

2．“16 瑞茂通”非公开发行债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函〔2015〕2375 号”无异议函，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

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挂牌转让条件。本次债券募

集资金用途为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营运资金。公司与监管银行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大街

支行、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进行监管。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16 瑞茂通”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净额

为 9.99 亿元。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为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大街支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账号 99501880156691995。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后已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 25,702.14 元。因债券发行时间、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情况与银行借款偿还期并不

完全契合，债券募集资金所偿还的借款项目与募集说明书列示的有所调整，用于补充营运资

金和偿还公司债务的金额比例也与募集说明书有所差别。根据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运用”一

节约定：“因本期债券的备案和发行时间尚有一定不确定性，待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

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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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瑞通 01”和“16 瑞通 02”非公开发行债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函〔1733〕号”无异议函，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挂牌转让条件。本次债券募集资金

用途为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营运资金。公司与监管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九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进

行监管。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16 瑞通 01”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净

额为 9.96 亿元。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专项账户账号

462090100100088217。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6 瑞通 02”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净

额为 9.95 元。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专项账户账号

462090100100088217。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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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后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营运

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03,293.26 元，是由于银行批量结息形成。因债券发行时间、

募集资金实际到位情况与银行借款偿还期并不完全契合，债券募集资金所偿还的借款项目与

募集说明书列示的有所调整，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偿还公司债务的金额比例也与募集说明书

有所差别。根据募集说明书“募集资金运用”一节约定：“因本期债券的备案和发行时间尚有一

定不确定性，待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

到位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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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7 瑞茂 01”非公开发行债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函〔2017〕565 号”无异议函，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

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符合挂牌转让条件。本次债券募集

资金用途为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营运资金。公司与监管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东风支行、债券受托管理人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进行监管。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承诺的投向安排使用募集资金，实行专款专用。 

“17 瑞茂 01”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9.5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到账募集资金净

额为 9.462 亿元。募集资金存放银行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东风支行，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账号 77250188000127003。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偿还

公司债务。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后已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为 47,305.87 元，是由于银行批量结息形成。因债券发行时间、募集资金实际到位

情况与银行借款偿还期并不完全契合，债券募集资金所偿还的借款项目与募集说明书列示的

有所调整，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和偿还公司债务的金额比例也与募集说明书有所差别。根据募

集说明书“募集资金运用”一节约定：“因本期债券的备案和发行时间尚有一定不确定性，待本

期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后，公司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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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结余 191,631.30 元，存放于公司各债券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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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规情形。 

 

本公司保证上述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9 日 

 



编制单位：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投入
金额(1)

本期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投入进
度（%）(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期实现的效
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否
发生重大变化

偿还公司债务 114,620.00            114,620.00             94,620.00    114,620.00            -                          100.00% 否

补充营运资金 309,094.00            309,094.00             309,094.00            -                          100.00% 否

合  计 - 423,714.00            -                  423,714.00             -               423,714.00            -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结余19.16万元（利息结余），存放于公司各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2017年度归还公司债券100,000.00万元 发行公司债95,000.00万元。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不适用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23,714.00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公司债券）情况对照表
2017年度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23,714.00 本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94,6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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