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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继电气”、“公司”或“发行

人”）对外公布的《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许继电气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华泰联

合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

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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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所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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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泰联合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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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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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807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发行

不超过9.6亿元（含9.6亿元）的公司债券。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7亿元。 

二、债券名称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期债券简称为“11许继债”，代码为“112052”。 

四、发行主体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人民币7亿元。 

六、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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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幅度为1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其中一个基点为0.01%。发行人



将于本期债券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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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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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于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公告日

起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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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利率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6.75%，在债券存续期限前5年固定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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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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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十一、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十二、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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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起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1年11月30日。 

十四、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2年至2018年每年的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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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五、到期日  

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18年11月30日。 

十六、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18年11月30日，如果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16年11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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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七、计息期限  

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1年11月30日至2018年11月30日。 

十八、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九、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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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二十、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的前身为许昌继电器厂。1993年1月，经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

豫体改字[1993]28号《关于改组设立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并进行定向募股的批

复》同意，许昌继电器厂作为独家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改组设立许继电气股份

有限公司，设立时的股份总额为8,800万股，其中，国家股为6,660万股，占总股

本的比例为75.68%；法人股为390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4.43%；内部职工股

为1,750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9.89%。河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豫股批

字[1996]107号《关于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重新确认的批复》认定许继电气符

合《公司法》的要求，确认其为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4月2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7]101号文和证监发字[1997]102

号文批准，许继电气以“全额预缴、比例配售、余款转存”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5000万股，并于1997年4月18日正式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交易，现股票简称为“许继电气”，股票交易代码为“000400”。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股本为1,008,327,309股。公司控股股东为许

继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416,197,653股股份，持股比例为41.28%。发行人实际

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未

发生变化。 

公司是中国电力装备行业的大型骨干企业和龙头企业，产品覆盖发电、输电、

变电、配电、用电等电力系统各个环节，横跨一二次、高中压、交直流装备领域，

能够为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公司产品业务主要分为智能变配电系统、直流输

电系统、智能中压供用电设备、智能电表、电动汽车智能充换电系统、EMS加工

服务等六类。 

二、发行人2017年度经营情况 

2017年，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部署下，公司管理层带领全体员工团结拼搏，



攻坚克难，深化改革创新，推动转型升级，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1,033,072.11万元，同比增长7.53%，受市场竞争、产品价格和原材料等因素影

响，本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1,377.73万元，同比降低29.36%。报告

期内，公司主要取得以下成绩： 

（一）产业发展取得新成果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进一步巩固特高压、智能电网业务的领先优势，用新技

术、新业态推动高端装备持续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整站检修、二次

设备隐患治理、配网区域代维等业务较快增长。完成天津北辰能源互联网项目试

点。有序推进智能制造，实现电表智能制造技术输出。业务模式创新有效推进。

设备租赁模式推广至山东、安徽等多省区。积极培育“互联网+”应用，“互联

网+多表集抄”系统新增应用5.6万户，建设许昌市“互联网+充电”平台，入选

“2017年河南省工业云示范平台”。产业基建项目顺利实施。标准配送式智能变

电站产业化项目按计划推进。智能电网一期工程荣获“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

特高压试验中心荣获“中国钢结构金奖”。 

（二）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 

重大装备研制顺利推进。聚焦特高压、智能电网等重点领域，成功研制了国

际领先的±800千伏/5000兆瓦、±535千伏/3000兆瓦柔性直流换流阀等重大装备。

研制了新一代配电自动化主站系统、就地化/小型化变电站保护装置、高密度功

率电动汽车充换电系统等一系列关键产品。科技创新成果丰硕。荣获国家科学技

术进步奖特等奖1项、省部级科技奖励15项。申请专利549项，其中发明专利421

项；授权专利29项。创新平台建设不断加强。“国家特高压直流输电设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顺利通过国家评估，“电力控制保护及自动化装备工程实验室”申

报成功。 

（三）营销服务开创新局面 

以服务电网、引领发展为使命，坚持技术营销、质量营销、服务营销，加强

国内外市场开拓。传统市场地位稳固。仪表产品中标份额提升，保护自动化稳居

前三。加强重大工程组织管理，严抓设备质量和优质服务，实现扎鲁特-青州、



榆横-潍坊、锡盟-泰州等特高压工程顺利投运。国际业务显著提升。中标巴基斯

坦默拉、土耳其凡城直流项目，实现高端直流装备海外市场突破。 

（四）经营管理迈上新台阶 

安全质量管理持续强化。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圆满完成十九大保电任

务。组织开展“安全日”、施工现场反违章及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排查

整改安全隐患，落实安全责任。集约化管理持续加强，优化预算集约调控，创新

内部采购管理办法，稳步推进物资标准化建设。依法治企能力不断提升。健全依

法治企风险防控机制，实现合同100%法律审查。 

（五）深化改革取得新进展 

国资国企改革部署深入落实。健全考核激励制度，规范薪酬结构及标准，加

强绩效结果应用。完善风险管理内部监督和控制体系。内部改革稳步推进。完善

科技创新体系，坚持自主创新和借脑引智“双轮驱动”，全面推进产品领先战略。

加强全流程质量管理，严格质量考核和责任追究。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建立各类

问题闭环管理机制，加快服务能力提升。扎实推进全员全流程降本增效。研究制

定重点研发项目激励办法，不断深化重点岗位激励约束机制建设。 

（六）党的建设再上新水平 

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紧紧围绕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主线和灵魂，着力学懂弄通做实。组织召开专题

会议学习研讨，明确具体举措。党建工作持续加强，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风廉政建设扎实推进。深入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

责任。突出抓好警示教育和典型案例教育。深化关键岗位廉洁风险排查和防控机

制，切实防范廉洁风险。 

三、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0,330,721,120.44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53%；营业利润788,648,115.63元，同比下降18.45%，利润

总额1,085,290,586.81元，同比下降26.9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8,925,025.23元，同比下降29.36%。 

2017年度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增减率 

资产合计 15,308,720,878.81 14,300,836,589.93 7.05% 

负债合计 7,183,974,123.56 6,750,300,493.30 6.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575,766,921.25 7,058,208,954.12 7.33% 

少数股东权益 548,979,834.00 492,327,142.51 11.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8,124,746,755.25 7,550,536,096.63 7.6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0,330,721,120.44 9,607,009,637.50 7.53% 

营业利润 788,648,115.63 967,050,215.90 -18.45% 

利润总额 792,736,861.50 1,085,290,586.81 -26.96% 

净利润 681,789,050.49 940,486,134.87 -27.5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13,777,306.90 868,925,025.23 -29.36%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942,131.03 1,247,015,876.52 -102.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258,948.31 -175,748,423.08 13.3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4,883,295.12 -178,820,368.09 -59.31%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807号文批准，公司于2011

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公开发行了700万张的公司债券，总额为人民币70,000万元。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11年11月28日汇入发行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2011）京会兴（验）字第2-008号的验资报告。根据发

行人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

金用途为偿还公司银行贷款、优化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公司的募集资金4.5亿元

用于归还银行贷款，2.395亿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五章 本期公司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2017年11月24日，公司发布了2011年公司债券（11许继债）2017年付息公告。

“11许继债”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2017年11月29日，除息日与付息日为2017

年11月30日。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约定，“11许继债”票面利率为6.75%，每手“11

许继债”（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67.50元（含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公司已支付2017年债券利息合计4,725万元（含税），

期末应付利息余额393.75万元，期末一年内到期的应付债券余额69,832.65万元。 

  



第六章 债券票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实施情况 

根据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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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6.75%，在债券存续

期限前5年固定不变；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公司选择不上调票面利

率，即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年的票面年利率仍为6.75%，并在债券存续期内后2年

固定不变。  

根据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公司债券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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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于2016年11月16日披露了《关于“11许继债”票

面利率调整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并于2016年11月17

日、2016年11月18日分别发布了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和第三次提示性公告。投资者

可在回售登记期选择将持有的“11许继债”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或选择继续

持有本期债券。 

发行人于2016年11月30日披露了《关于“11许继债”公司债券回售结果的公

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

“11许继债”的回售数量为0张，回售金额为人民币0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

量为7,000,000张。  



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8年5月24日，本期债券的资信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出具了《许继电气

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经联合信用评级评定，发行人的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上调至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上调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至

AA+。联合信用评级将继续对本期债券进行跟踪评级。 

  



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

动情况 

2017 年度，李维扬先生继续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 

  



第九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2017 年度，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7 年度，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发生。 

三、相关当事人  

2017 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17 年度，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五、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华泰联合证券作为许继电气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公司经营情况

及财务状况，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