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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

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江

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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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

粤高速”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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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3]296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33亿元（含33亿元）的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本次债券分期发行，13赣粤01为本次债券的首期发行，

额度18亿元。 

二、债券名称：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3

赣粤01”）。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13赣粤01”，债券代码“122255.SH”。 

四、发行规模：18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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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期限为10年期。 

七、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八、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15%。 

九、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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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起息日：2013-04-19 

十一、付息日：2014年至2023年每年的4月19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 

十二、发行时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十三、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

出具本期债券2017年跟踪评级报告，本期债券跟踪信用等级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维持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十四、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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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Jiangxi Ganyue Expressway CO., LTD  

注册资本：2,335,407,014元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199号赣能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克海 

成立日期：1998年3月31日  

上市日期：2000年5月18日  

股票简称：赣粤高速  

股票代码：600269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朝阳洲中路367号赣粤大厦 

互联网址：http://www.600269.cn 

公司经营范围为：项目融资、建设、经营、管理、公路、桥梁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

投资、建设、管理、收费、养护管理及公路、桥梁和其他交通基础设施的附属设施的开发、

经营；高等级公路通讯、监控、收费系统及其设备、交通配套设施的生产、加工、销售及

施工；交通工程咨询；苗圃和园林绿化；筑路材料加工和经营（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除外）。 

（二）发行人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是江西省唯一一家高速公路上市公司。公司主要从事高速公路的管理、养护、收

费和投资，高速公路的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是公司收入和利润的主要来源，主要经营模式是：

通过投资建设或收购等多种方式获得经营性公路资产，为过往车辆提供通行服务，按照收

费标准收取车辆通行服务收入，并对运营公路进行管理、养护及维修，以保证公路的通行

质量。 

二、发行人2017年度经营情况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28亿元，主要来源于高速公路运营、工程业务及成品油销

售业务。本期高速公路运营收入30.78亿元，同比增长1.37%，本期高速公路收入呈现先抑

http://www.600269.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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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扬趋势，在面临较大的分流影响下，公司积极开展路域环境整治、收费营销及引车上路

等一系列工作，昌九高速抵消昌九大道分流影响后仍有增长，昌樟、温厚受东昌高速分流

影响车流量下降明显；随着高速路网的不断完善，九景、昌泰、澎湖高速本期高速公路运

营收入呈快速增长趋势。本期成品油销售收入7.63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本期工程收入

3.88亿元，同比减少2.52亿元，主要为工程类子公司承接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减少所致。公

司主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拟通行本公司所属路段的各类车辆提供服务，主要客户为社会个

体消费者；本期公司提供服务或劳务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调整。 

（一）主要经营业务 

发行人主营业务收入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同比变动 

      高速公路运营 307,761.81  303,589.18  1.37% 

      成品油销售 76,261.92  76,040.90  0.29% 

      工程业务 38,750.59  63,921.44  -39.38% 

      监理、服务等收入 2,547.36  2,155.81  18.16% 

      房地产销售 491.54  4,367.78  -88.75% 

合计 432,780.33  455,476.69  -4.98% 

1、公司高速公路运营业务较上年同比增长1.37%，本期高速公路收入呈现先抑后扬趋

势，在面临较大的分流影响下，公司积极开展路域环境整治、收费营销及引车上路等一系

列工作，昌九高速抵消昌九大道分流影响后仍有增长，昌樟、温厚受东昌高速分流影响车

流量下降明显；随着高速路网的不断完善，九景、昌泰、澎湖高速本期高速公路运营收入

呈快速增长趋势。 

2、本期工程收入3.88亿元，同比减少2.52亿元，主要为工程类子公司承接高速公路建

设项目减少所致。 

3、本期成品油销售收入7.63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 

（二）非主营业务利润重大变化说明 

除主营业务外，主要非主营业务收入主要包括投资收益和补贴收入两部分。投资收益

2017年实现收益1,761.0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55,460.22万元减少了53,699.22万元，主要是

由于2016年发行人转让本公司所持国盛证券20.0114%的股权所致，2017年无此事项；补贴

收入2017年为50,351.67万元，较去年同期5,613.80万元增加了44,737.87万元，根据江西省

人民政府《关于继续给予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财政支持优惠政策的批复》（赣

府字[2002]6号文）以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交通运输事业发展意见》（赣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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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2013〕10号），发行人本期收到江西省财政厅给予财政支持款50,343.99万元。 

三、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2015 年末 

资产合计  3,408,650.40 3,201,786.79   3,105,883.08  

负债合计  1,806,021.04 1,633,488.56   1,664,264.0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61,678.15 1,419,917.68   1,283,425.72  

少数股东权益  140,951.21 148,380.56   158,193.3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432,780.33 455,476.69   550,160.07  

营业利润  94,460.64 132,971.31   87,782.54  

利润总额  134,354.22 138,038.64   97,128.55  

净利润  92,305.49 94,175.62   60,055.5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98,222.58 103,748.40   71,210.5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3,351.51 170,064.79   189,926.4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968.73 -76,789.12   -119,652.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944.26 -76,985.68   -144,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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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296号文件核准，于2013年4月19日

至2013年4月23日公开发行了18亿元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扣除发行费用2,088万元

之后的净募集资金177,912万元已于2013年4月24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

请的中磊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中磊”）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

(2013)中磊(验A)字第0006号的验资报告。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

扣除发行费用后，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规模上限18亿元计算，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拟用120,000万元偿还到期债务，拟用剩余60,000万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券披露的使用用途专款专

用，净募集资金177,912万元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截止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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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度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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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2017年度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的相关事务专人为付艳女士，未发生变动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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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公司债券付息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2013年4月19日正式起息，发行人已于2018年4月19日支付完毕2017年

4月19日至2018年4月19日期间的公司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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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出具本期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本

期债券跟踪信用等级A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A，评级展望为稳定。详细情

况敬请投资者参阅公司于2017年4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的《江西赣粤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2018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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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0，公司不存在

逾期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7年度，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务活动、未

来前景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7 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债券存续期其他重大事项的说明 

（一）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2017 年度内，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未发生重

大变化。 

（二）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2017 年度内，债券信用评级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2017年度内，发行人主要资产不存在被查封、扣押、冻结等情况。 

（四）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2017年度内，发行人均按时清偿到期债务，未发生违约情形。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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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17年度内，发行人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未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 

（六）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10%； 

2017年度内，发行人不存在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10%的情

形。 

（七）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10%的重大损失； 

2017年度内，发行人未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10%的重大损失的情形。 

（八）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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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内，发行人未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九）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2017年度内，发行人无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的情

形。 

（十）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2017年度内，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一）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条件； 

2017年内，未发生发行人情况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条

件。 

（十二）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2017年内，发行人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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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