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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云煤能源”）

对外公布的《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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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红塔证券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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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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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提示 

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重大事项： 

1、发行人2017年度业绩亏损 

2017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在工业经济形势稳步向好

和钢铁行业去产能后行业复苏的有力带动下，焦炭产品价格也出现企稳回升，但

是公司仍然面临原料采购难度增大，安全环保压力持续增大，银行等资金市场收

缩对煤焦行业支持等困难局面。 

发行人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442,292.98万元，营业利润-5,153.18万元，净

利润-4,000.7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4,863.87万元。 

2、发行人董事长变更 

2017年8月30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张鸿鸣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原因， 张鸿鸣先生申请辞去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中担任的董事长、

董事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张鸿鸣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张鸿鸣先生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2017年9月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

公司董事的预案》，选举彭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至第七

届董事会届满。 

2017年9月20日，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

董事》的议案；同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

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同意彭伟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任期自

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止。 

2017年10月31日，公司领取了云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彭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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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 债券名称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708号”文件核准公

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8.8亿元。 

三、 债券简称及代码 

13云煤业、122258。 

四、 发行主体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 发行规模 

2.5亿元人民币。 

六、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 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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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债券年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7.80%。 

九、 还本付息方式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至

2020年12月3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本金在2018年12月3日兑付，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2020年12月3日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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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本期债券的付息

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十、 付息日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每年12月3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

年的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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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十二、 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

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十三、 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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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红塔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要求，通过访谈、查阅并获取发行人相

关资料等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

障措施实施情况等进行持续关注与监测，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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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unnan Coal and Energy Co., Ltd. 

法定代表人：彭伟 

股票简称：云煤能源 

证券代码：600792 

注册资本：98,992.36万元 

设立日期：1997年1月20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经开路3号科技创新园A46室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777号昆钢科技大厦7楼 

经营范围：焦炭、煤气、蒸汽、煤焦化工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生产限分公

司）；煤炭经营；矿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管理商品）的批发、

零售、代购代销；燃气工程建筑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技术咨询服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2017年度经营情况 

2017年以来，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在工业经济形势稳步向好

和钢铁行业去产能后行业复苏的有力带动下，焦炭产品价格也出现企稳回升，但

是云煤能源公司仍然面临原料采购难度增大，安全环保压力持续增大，银行等资

金市场收缩对煤焦行业支持等困难局面，面对重重困难，公司经营管理层及全体

职工在董事会的领导下，积极把握市场机遇，全力确保资金链安全，努力争取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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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支持，实现生产平稳安全、环保管控达标、减亏控亏的目标。面对严峻形势，

公司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1、2017年1-8月，公司的生产经营遇到了极大困难，资金短缺，原料采购困

难，生产负荷低。进入9月以来，公司抓住焦炭市场价格上涨的有利时机，通过

控制成本、抓重点工作、扭转煤焦倒挂局面等措施，全力组织原料煤进厂，提升

生产负荷；全力研判市场，统筹兼顾，调整采购销售策略，保证了生产所需原料

和焦炭销售量；控制原料价格，适时调整焦炭价格，紧扣化工产品市场调整价格，

实现效益最大化，努力实现控亏目标。 

2、公司积极与相关政府沟通协调，2017年12月收到安宁政府煤气亏损补贴

款及师宗县财政局金山煤矿退出奖补资金，共计3301.68万元。这对公司完成全

年控亏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3、2017年，公司牢固树立“红线”意识、“底线”思维，严格落实安全环保责

任，狠抓制度建设、教育培训、隐患排查治理、污染物达标治理等重点工作，企

业主体责任得到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消防工作形势趋稳向好。 

4、持续夯实基础管理，对标降本工作取得新成效。严格控制检修费用、功

能外包费用、五项费用等各项费用，职工节约意识明显增强；师宗煤焦化工有限

公司持续推动电力市场化交易，降低电费支出；通过降低配煤成本、降低工序成

本、除尘粉回配和使用调剂物资等措施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持续推进人力资源优

化，降低用工成本。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焦炭172.69万吨，完成年计划的95.94%；生产煤化工产

品21.02万吨，完成年计划的87.37%；生产煤矿产品1.26万吨，完成年计划的0.06%；

生产机加工产品0.80万吨，完成年计划的0.31%；生产耐磨产品1.46万吨，完成年

计划的73%。焦化产品未完成计划的主要原因是原料煤供应不足，生产装置低负

荷运行，公司煤矿长期停产，导致煤矿产品产量较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42,292.98万元，同比上升31.04%；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为-4,863.87万元。 

三、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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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增减率 

流动资产合计 1,818,011,903.81 2,866,519,027.32 -36.58% 

非流动资产合计 3,450,262,544.35 3,546,992,888.93 -2.73% 

资产总计 5,268,274,448.16 6,413,511,916.25 -17.86% 

流动负债合计 1,722,831,073.48 2,780,853,061.73 -38.05% 

非流动负债合计 562,843,954.45 594,838,022.04 -5.38% 

负债合计 2,285,675,027.93 3,375,691,083.77 -32.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915,325,719.38 2,972,228,313.50 -1.9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82,599,420.23 3,037,820,832.48 -1.8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4,422,929,775.19 3,375,166,041.60 31.04% 

营业利润 -51,531,771.29 -133,708,783.22 -61.46% 

利润总额 -30,323,631.18 100,557,817.84 -130.16% 

净利润 -40,007,098.72 56,761,667.33 -170.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8,638,680.59 48,542,597.11 -200.2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9,795,893.34 628,395,566.65 -37.9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3,469,641.29 143,648,063.60 146.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7,655,421.29 -811,507,269.54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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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708号）核准，公司于2013年12月3日

至2013年12月9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2.5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期限为7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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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票面利率为7.80%，

募集资金净额24,783.00万元。此次募集资金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

具《关于对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

告》（中审亚太鉴[2013]020053号）。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意，于2013年12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13云煤业”，

证券代码“122258”。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求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调整并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二、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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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已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25,000 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借款人 借款银行 金额（元）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昆钢支行 100,000,000.00 

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100,000,000.00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50,000,000.00 

合计  250,000,000.0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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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一、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变更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 

本期债券由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人”、“昆钢控股”）提供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担保人保证的范围为发行人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人承担保

证责任及代偿责任的期间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日起两

年。 

二、本次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变更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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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

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承诺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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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昆钢控股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概况 

1、公司名称：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736,831.2357 万元 

3、住所：云南省郎家庄 

4、法定代表人：赵永平 

5、经营范围：资产经营、资产托管、实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企业的兼

并、收购、租赁；钢铁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加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

选业、焦炭及焦化副产品、机械制造及机械加工产品、耐火材料、建筑材料、工

业气体、物资供销业、冶金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通讯电子工程、计算机硬

件、软件、电器机械及器件、电力塔架；钢结构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企财险、货运险、建安工险保险兼业代理；矿浆

管道输送、管道制造技术及管道输送技术咨询服务。（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支机

构凭许可证经营）：酒店管理；餐饮服务；住宿；会议会展服务；洗浴服务；预

包装食品、卷烟的零售；洗衣服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担保人的控股股东，持有

84.9554%股权。 

二、担保人业务情况 

目前，昆钢控股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铁矿石采选、焦炭、铁合金等钢铁配

套产业，并发展水泥、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多元化产业。 

三、担保人财务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8]53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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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昆钢控股资产总额为 5,919,256.23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290,302.55 万元；2017 年度，昆钢控股实现

营业收入 5,492,146.5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2,543.9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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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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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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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2013年12月3日正式起息，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12月3日为

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发行人于2017年12月4日按期支付了本期债券自2016年12月3日至2017年12

月2日期间的利息付息，付息债权登记日为2017年12月1日，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总

金额为1,950万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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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7年6月28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13

云煤业”进行了跟踪评级，并出具了“联合[2017]1065号”《跟踪评级公告》，确定：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13云煤业”的债券信用

等级为“AA”。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评级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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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处理本期债券相关事务。根据云煤能源2017年年

度报告，公司董事会秘书为张小可先生，未发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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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0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145,221,743.44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367,494,966.71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367,494,966.71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2.61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C）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

的债务担保金额（D）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E）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0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0 月，公司

全资子公司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

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将部分自有固定资产出

售给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中航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再将该固定资产

出租给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使

用，租赁期限均为 42 个月，师宗煤

焦化工有限公司按约向中航国际租

赁有限公司支付租金,融资金额共

计 33,000 万元，本公司为该项融资

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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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12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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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7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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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2017年度）》之签章页）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