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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编制本报告谨对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事务进行专

项说明，不表明对其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因市场行为及

其他情形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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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 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1 年 6月 30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041 号文核

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变电气”、“公司”或“发

行人”）获准发行不超过 160,000万元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二、 债券名称 

2011 年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11天威债”。 

三、 发行规模 

人民币 16亿元。 

四、 票面金额 

人民币 100元。 

五、 发行价格 

按面值发行。 

六、 债券期限 

7 年（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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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

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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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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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1年 7月 11 日至 2018年 7月 10日。本期债券的

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1年 7 月 11日。公司债券的利息自起息日

起每年支付一次，2012年至 2018年间每年的 7月 11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遇节假日顺延，下同）。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本期债券到期日，即 2018年

7月 11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如遇法定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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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 5年票面年利率为 5.75%，在债券存续期内前 5年固

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债券票面

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 5年票面年利率 5.75%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九、 利率上调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5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

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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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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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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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发行人发

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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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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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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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十一、 担保方式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威集团”）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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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信用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在本期公司债券的

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发行人主体信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跟踪评级。 

十三、 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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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为 1999年 9 月 27日经河北省人民政府股份

制领导小组以冀股办[1999]33 号文批准，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 1999

年 9 月 28 日在河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为 16,000 万元。2001

年 1 月 12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1]1 号文核准，公司以每股 9.10 元

的价格向社会公众发行 6,000 万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22,000 万股,其中可流通

股本 6,000 万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为 600550，股票简称“天威

保变”。2015 年 3 月 18 日，股票简称更改为“保变电气”。 

公司自发行上市至 2013 年 6 月 13 日，天威集团为保变电气的控股股东。 

2013 年 6 月 14 日，天威集团把其持有的保变电气 35,200 万股股票转让给兵

装集团，转让完成后天威集团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 25.66%，兵装集团成

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 25.64%。 

2014 年 12 月 30 日，保变电气向兵装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 16,161.6161 万股，

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兵装集团持有公司股票数量增加至 51,361.6161 万股,持股比

例增至 33.47%，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天威集团持股数量不变，持股比例变为

22.96%，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保变电气实际控制人为兵装集团。 

二、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目前，公司主营为大型电力变压器及配件的制造与销售，相关设备的生产及

配套能力进一步提升。输变电业务是公司的传统优势业务，尤其在高电压、大容

量变压器制造领域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公司经过多年在技术方面的投入和开

展技术开发、技术引进和技术改造工作，公司产品的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国际先

进，并且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2017 年，公司主营业务继续保持增长，实现收入 43.68 亿元，同比增长 7.36%。

其中，国内销售收入 42.47 亿元，同比增长 8.39%；境外收入 0.61 亿元，同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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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30.65%。2017 年主营业务毛利率较 2016 年减少 3.81%，至 19.69%。 

公司主营业务经营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输变电业务 430,844.20 345,995.01 19.69 400,670.54 306,497.23 23.50 

合计 430,844.20 345,995.01 19.69 400,670.54 306,497.23 23.50 

从盈利情况来看，2017 年度公司营业利润由 2016 年的 2,436.73 万元增加至

4,640.31 万元。利润总额由 2016 年的 11,530.31 万元减少至 7,447.18 万元；净利

润由 2016 年的 10.967.23 万元减少至 7,161.98 万元。2017 年度公司产生的非经

常性损益合计 21,941.94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13,850.10 万元。 

总体看，由于公司剥离了新能源产业，使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但主营业务的

盈利能力仍有待提升。未来，随着变压器、电抗器等输变电设备的生产及配套能

力的完善以及特高压产品制造能力的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有望实现进一

步增长。 

三、 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情况 

公司提供的 2017 年度合并财务报表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 

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合并资产总额 909,116.62 万元，负债合计 838,120.98

万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70,995.64 万元。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436,797.72 万元，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7,161.98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3,714.15 万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51,571.63 万元。 

发行人 2017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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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6,207,166,791.17 6,780,170,068.34 

非流动资产 2,883,999,406.96 2,872,094,902.16 

资产总计 9,091,166,198.13 9,652,264,970.50 

流动负债 7,744,589,570.63 8,707,063,214.87 

非流动负债 636,620,189.53 311,096,401.18 

负债总计 8,381,209,760.16 9,018,159,616.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98,918,680.40 413,565,115.06 

少数股东权益 211,037,757.57 220,540,239.39 

股东权益总计 709,956,437.97 634,105,354.45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9,091,166,198.13 9,652,264,970.50 

 

简要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4,367,977,205.72 4,068,435,950.67 

营业利润 46,403,125.31 24,367,270.01 

利润总额 74,471,784.04 115,303,135.87 

净利润 71,619,802.89 109,672,273.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0,918,402.31 109,128,086.17 

少数股东损益 -9,298,599.42 544,187.45 

基本每股收益 0.053 0.071 

 

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7,141,544.06 509,942,483.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153,832.71 -98,335,919.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5,224,999.55 242,111,681.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15,716,317.69 658,091,1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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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11]1041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1 年 7 月公开发

行了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合计发行 160,000 万元，其中网上公开发行 1,032.30 万

元，网下发行 158,967.70 万元。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净募集资金 158,035

万元已于 2011 年 7 月 14 日汇入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发行人聘请的立信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1年 7月 14 日对本期债券认购缴款情况出具了

编号为立信大华验字[2011]058 号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 2011 年 7 月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

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偿还商业银行贷款 5 亿元，剩余部分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降低公司资金成本，提高公司盈利水平，满足公司的

流动资金需求。 

二、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2 年度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签署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来看，公司没有改

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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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由天威集团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受托管理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持续关注担保人的资信状况。 

近几年，新能源行业市场萎缩，产能过剩、产品价格走低等情况仍未明显好

转，天威集团收入成本倒挂现象严重，下属新能源企业采取减产、限产等各种控

亏措施，加强风险控制，部分新能源公司处于停产状态，天威集团及部分下属新

能源企业逐渐陷入经营危机和财务危机且日趋严重。天威集团于 2015 年 9 月 18

日向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破产重整申请。2016 年 1 月 8 日，河北

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天威集团的重整申请。 

截至 2017 年第三季度末，天威集团合并资产总额 24.16 亿元，负债合计

119.43 亿元，所有者权益（含少数股东权益）-95.27 亿元。2017 年三季度，天威

集团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0.72 亿元，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0.28 亿元；经营

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12 亿元，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0.02 亿元。跟

踪期内天威集团盈利水平及资产规模呈现大幅下滑，截至 2017 年第三季度末，

天威集团已资不抵债。 

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关注天威集团破产重整进程、天威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权

质押纠纷的诉讼判决及执行等事项，已向发行人多次询问和沟通相关事项的最新

进展，并将根据需要发布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及时向债券持有人披露相关情

况。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 

 11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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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1 年 7 月 11 日正式起息，发行人已于 2012 年 7 月 11 日

支付本期债券 2011 年 7 月 11 日至 2012 年 7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已于 2013 年

7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 2012 年 7 月 11 日至 2013 年 7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已

于 2014 年 7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 2013 年 7 月 11 日至 2014 年 7 月 10 日期间的

利息，已于 2015 年 7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 2014 年 7 月 11 日至 2015 年 7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已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支付本期债券 2015 年 7 月 11 日至 2016

年 7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已于 2016 年 7 月 11 日回售本期债券 15,673,030 张，

回售后数量为 326,970 张，已于 2017 年 7 月 11 日支付剩余债券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017 年 7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发行人本次将于 2018 年 7 月 11 日支付剩余

债券 2017 年 7 月 11 日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并偿还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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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

级”）于 2012年 4 月出具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16亿元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维持了公司“AA+”的主体信用评级，维持了公司的

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也维持了本期债券“AA+”的债项评级。 

联合评级于 2013 年 4月出具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16亿元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将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将本期债券的债项信用等级由“AA+”调整

为“AA”。 

联合评级于 2014 年 3月出具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16亿元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将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

“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将本期债券的债项信用等级由“AA”调整为

“A+”。 

联合评级于 2015 年 4月出具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

16亿元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维持了公司“A+”的主体信用评级，维持了

公司的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也维持了本期债券“A+”的债项评级。 

联合评级于 2016年 6月出具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6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了公司“A+”的主体信用评级，维持了公司的评

级展望为“稳定”，同时也维持了本期债券“A+”的债项评级。 

联合评级于 2017年 5月出具了《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了公司“A+”的主体信用评级，维持了公司的评

级展望为“稳定”，同时也维持了本期债券“A+”的债项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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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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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的其他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持续关注

保变电气及担保人天威集团的资信状况。 

就公司 2013、2014 年年报公布后可能存在的本期债券暂停及终止上市的风

险，受托管理人积极督促公司向广大投资者做出提示。2014 年 1 月 29 日、2014

年 2 月 19 日、2014 年 3 月 1 日、2015 年 1 月 31 日，保变电气先后发布了相关

风险提示性公告。 

因公司连续两年亏损，保变电气 2011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自 2014 年 3 月 21

日起暂停上市，债券简称由“11 天威债”更名为“天债暂停”，债券代码不变。

由于 2014 年公司恢复盈利，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批复，本期债券自 2015 年 3 月

26 日恢复上市，债券简称为“11 天威债”，债券代码不变。 

2016 年 7 月 11 日，保变电气发布了《关于“11 天威债”公司债券回售实施

结果的公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11

天威债”的回售申报数量为 15,673,030 张，回售后数量为 326,970 张。 

自“11 天威债”发行以来，特别是其暂停上市后，受托管理人密切关注公

司及天威集团的资信状况，先后多次与公司沟通，并以书面形式向公司了解、核

实有关情况，赴现场进一步查看公司经营状况；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行业动态和

市场反应，并持续关注投资者问题与咨询，将投资者关注的主要问题向发行人反

映，安排有意愿的投资者前往发行人调研，积极协调其与发行人沟通；组织召开

债券持有人会议。 

中信建投证券将继续切实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督促公司积极改善经营

状况，并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等相关公告中约定的时间及方式进行本期债券的派

息及到期兑付工作，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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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年度）》之签字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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