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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

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2017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

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招商证券对报告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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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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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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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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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于2015年3月27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457号），核准公司向社

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20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简称“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简称为“16鄂能01”，代码为

“112476”。 

四、发行主体：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

“公司”、“湖北能源”）。 

五、发行规模、期限与利率：本期债券为5年期债券，第3年末附

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3.07%，本期债券发行规模10亿元。 

六、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

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若发行人在

第3年末行使赎回选择权，所赎回债券的本金加第3年利息在兑付日

2019年11月11日一起支付。若债券持有人在第3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

所回售债券的本金加第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2019年11月11

日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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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6年11月11日。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11

月11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

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1年11月11日。但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

择权，或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相应本金的兑付日为

2019年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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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

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七、担保方式：本期债券不提供担保。 

八、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诚信证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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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招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十、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募集资金1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全

额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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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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设立情况 

发行人是经湖北省体改委鄂改[1993]5号文批准，由原湖北机械

集团公司（现“三环集团”）作为独家发起人，在对其下属湖北气门

厂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础上设立的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公

司总股本9,100万股，其中，湖北省机械工业材料设备公司将湖北气

门厂经评估确认的经营性净资产4,237.56万元以1.033:1的比例折成国

有法人股4,100万股，同时向其他法人以每股1.10元的价格以现金方式

募集2,000万股法人股，并向内部职工以每股1.10元的价格以现金方式

募集3,000万股。1993年3月9日，公司经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

注册成立。 

1994年3月，经湖北省体改委批准，公司向原湖北机械集团公司

单方面增扩法人股3,768万股，湖北机械集团公司以其下属黄石锻压

机床厂、十堰市汽车改装厂、谷城汽车配件厂经评估确认后的经营性

净资产4,148.59万元认购3,768万股。此次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

12,868万股。 

（二）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8]57号和证监发字[1998]58号文批

准，公司于1998年4月20日以上网定价发行方式向社会公开发行5,000

万社会公众股，每股发行价为6.38元，并于1998年5月19日在深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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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交易。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增加到17,868万股。 

（三）股权分置改革前的历次股权变动 

1998年7月，经公司199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总股本17,86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股。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19,654.8万股。 

2000年5月，经公司1999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1999年末总

股本19,654.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2股。增资后，公

司总股本变更为23,585.76万股。 

2002年5月，经公司2001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2001年末总

股本23,585.7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1股。增资后，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5,944.336万股。 

2003年5月，经公司2002年度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以2002年末总

股本25,944.336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股。

增资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8,538.7695万股。 

（四）股权分置改革 

2006年5月，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以2006年6月5日作为实施股权分置改革的股份变更登记日，对价

股份于2006年6月6日上市交易，A股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获得非流

通股股东支付的3.3股股份。 

（五）重大资产重组 

1、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经过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7 

根据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2010] 1414 号文核准，公司将截至评估基准日（2009年7月31日）

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持有的能源

有限合计100%的股权进行资产置换，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

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发行1,782,412,018股股份购买。 

2010年11月23日，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合计持有

能源有限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公司名下。2010年11月23日，大信出

具大信验字[2010]第2-0050号《验资报告》，对前次重组新增注册资

本及股本情况进行了审验。 

2010年11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及《前10名股东名册》，前次重组

中发行人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非公开发行的

1,782,412,018股人民币普通股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2011年12月22日，公司披露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实施情况报告书》，公司前次重组实施。 

2、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发行人的股本结构 

前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股） 股权比例（%） 
湖北省国资委 888,317,165 42.96
长江电力 760,090,017 36.76

国电集团 134,004,836 6.48

三环集团 92,190,356 4.46

其他股东 193,197,339 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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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067,799,713 100.00

（六）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2年9月，公司以5.20元/股的价格向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等四家机构投资者非公开发行606,575,126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

金31.54亿元。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2,674,374,839元，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序

号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湖北省国资委 888,317,165 33.22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760,090,017 28.42
3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0,000,000 8.60
4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000 7.48
5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134,004,836 5.01
6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20,000,000 4.49
7 三环集团公司 92,301,454 3.45
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 56,575,126 2.12
9 马文霞 1,686,226 0.06

10 
中国光大银行-摩根士丹利华鑫

资源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38,889 0.06

（七）2014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1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08,633,719.84元，截至2014年6月30日，母公司未分

配利润88,846,602.32元，母公司资本公积金8,509,410,421.04元，股本

总额2,674,374,839元。 

2014年8月26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4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决定以截至2014年6月30日总股本2,674,374,839股为基数，实施以资

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10股的方案，并决定将上述方案提交公司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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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4年9月12日，公司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

述方案。 

2014年9月16日，湖北能源刊登实施公告，确定相关股权登记日

为2014年9月19日，除权除息日及新增股份上市日为2014年9月22日。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完毕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5,348,749,678股。 

（八）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2015年12月，公司以5.23元/股的价格向三峡集团、陕西煤业化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公开发行1,158,699,808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

金60.60亿元。该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6,507,449,486元，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二、发行人2017年度经营情况 

（一）主营业务范围及主要产品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 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1,776,634,33

0 
27.30 

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20,180,03

4 
23.36 

3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956,022,944 14.69 
4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231,912,060 3.56 
5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676,864 3.11 
6 三环集团有限公司 198,407,234 3.05 
7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59,930,354 2.46 
8 北京长电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2,179,202 1.26 
9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47,228,800 0.73 

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帐户 
34,563,496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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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范围为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的

其他经营业务（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需许可经营的除外）。 

公司主营业务为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作为湖北省能源安全保

障、能源投融资、推进新能源和能源新技术发展平台，拥有水电、火

电、核电、新能源、天然气、煤炭和金融等业务板块，初步建成鄂西

水电和鄂东火电两大电力能源基地，并积极构建煤炭和天然气供应保

障网络，加快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的发电业务的主要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发电装机容量 
（万千瓦） 

707.35 648.97 612.02

其中：水电机组 369.43 369.43 369.43
火电机组 233 214.50 214.50
风电及其他 104.92 65.04 28.09
总发电量 
（亿千瓦时） 

218.53 204.72 157.67

其中：水电机组 117.29 106.99 76.24
火电机组 89.51 90.70 78.56
风电及其他 11.73 7.03 2.87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211.03 197.87 151.78

其中：水电机组 116.10 105.85 75.43
火电机组 83.51 85.19 73.58
风电及其他 11.42 6.83 2.77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情况 

公司主营业务为能源投资、开发与管理。作为湖北省能源安全保

障、能源投融资、推进新能源和能源新技术发展平台，拥有水电、火

电、核电、新能源、天然气、煤炭和金融等业务板块，初步建成鄂西

水电和鄂东火电两大电力能源基地，并积极构建煤炭和天然气供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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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网络，加快风力发电等新能源建设。 

1、电力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发电218.53亿千瓦时，同比增加6.75%，发

电量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公司发电量占湖北省统调电厂发电量

（不含三峡）的16.1%，居全省第一。其中，水电发电量117.29亿千

瓦时，同比增加9.63%；受鄂州二期超低排放改造及外送卡口等因素

影响，火电发电量比2016年减少1.19亿千瓦时，为89.51亿千瓦时，同

比减少1.31%；新能源发电11.7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80%，占全省

新能源发电量（76.53亿千瓦时）的15.33%，占比首次超过10%。 

（1）水电业务 

水力发电站主要生产流程为修建水库蓄水，使水库上下游水位形

成一定的落差，水的势能经水轮发电机组转化为机械能，再驱动发电

机通过电磁原理将机械能转换为电能；发电机组输出的电能经变压器

升压后被送至电网，通过电网向用户提供电能。公司最主要的水力发

电资产由清江水电经营管理，该公司承担了清江干流隔河岩、高坝洲、

水布垭水电站及干支流上技术经济指标合理的其他水电站的开发建

设与生产经营。 

（2）火电业务 

燃煤发电厂主要生产流程为运至电厂的燃煤初步破碎后通过输

煤设备送至原煤斗，由磨煤机将原煤磨成煤粉，通过风机产生的风力

将煤粉送至锅炉燃烧，将燃料的化学能转换成热能，将水变成高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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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蒸汽驱动汽轮机旋转，带动发电机利用电磁原理将机械能转换

成电能，通过变压器升压后送至电网，向用户提供电能。公司下属共

有1家火力发电企业，为鄂州发电。 

（3）风电业务 

风力发电厂主要生产流程为风能通过风力驱动风机叶片，由叶片

带动齿能箱产生旋转机械能，带动风力发电机利用电磁原理将机械能

转换成电能，通过两级变压器升压后送至电网，向用户提供电能。湖

北能源风电业务主要由九宫山风电和齐岳山风电运营。九宫山风电主

要负责九宫山风电站的运营，齐岳山风负责齐岳山风电场的工程建设

及生产运营管理。 

2、天然气业务 

天然气业务方面，已基本完成川气东送、西气东输二线湖北省内

“八线十五站”的建设，已建成高压长输管线601公里和接收（分输）

场站23 座，运营4 个城市燃气项目，并参与投资省内LNG 加注站项

目。2017年度发行人天然气销售量达到14.9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

13.20% 。 

3、煤炭等贸易业务 

发行人子公司湖北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于2010年12月收购湖北

省煤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80.58%的股权，收购后持有该公司100%股

权。湖北省煤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为湖北省内主要的煤炭流通企业之

一，专注于煤炭流通领域，与煤炭产运需各单位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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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2017年度发行人煤炭等贸易业务完成465.72万吨，实现营业收入

21.09亿元、利润总额618.62万元。 

三、发行人2017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7年年度报告，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资

产达463.57亿元，较2016年末增加45.95亿元，增幅为11.00%；净资产

为281.94亿元，较2016年末增加17.41亿元，增幅为6.58%，其中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255.16亿元，较2016年末增加17.83亿元，增

幅为7.51%。公司2017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15.86亿元，较2016年增加

21.99亿元，增幅为23.42%；实现净利润20.76亿元，较2016年增加1.16

亿元，增幅为5.93%。 

2017年度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率 

资产总计 4,635,693.49 4,176,173.20 11.00% 

负债合计 1,816,247.39 1,530,831.74 18.64%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权益合计 
2,551,601.73 2,373,330.60 7.51% 

股东权益合计 2,819,446.10 2,645,341.46 6.58%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总收入 1,158,584.81 938,731.65 23.42% 

营业利润 251,913.23 225,621.42 11.65% 

利润总额 253,619.27 239,536.92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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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净利润 207,592.66 195,966.85 5.9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148.93 362,757.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8,838.14 -489,518.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0,241.39 -441,887.60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募

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关费用后, 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流动

资金。公司募集资金严格按照相关约定使用并履行相关程序。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流动资金。 

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年度内，公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五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2016年11月11日正式起息，首个付息日为2017年11

月11日。2017年11月11日，公司按照约定，按时支付16鄂能01公司债

2016年11月11日至2017年11月11日期间的利息，对每张债券支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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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元（含税）,共支付利息3,070万元（含税）。 

第六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在债券存续期内，中诚信证评将在每年公司年报公告后2个月内

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

跟踪评级。 

2017年6月20日，中诚信证评出具了《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评级报告》，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

定，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对公司的评级展望维持为“稳

定”，公司“16鄂能01”的债项信用等级为AAA。 

第七章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姓名 担任的职务 类型 日期 原因 

张国勇  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离任  2017年05月12日 主动辞职  

第八章 其它事项 

一、重大担保 

报告期内，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实际担保金额945.26万元，明细

如下：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对象 实际担保余额 

通山县财政局 945.26 

二、发行人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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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存在15项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公司达到重大诉

讼披露标准的纠纷涉案总金额为49,738.96万元，未形成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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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原总会计师辞职及公司总经理兼任财务负责人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5月12日收到公司总

会计师（财务负责人）张国勇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国勇先生因个

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职务。 

2017年8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总经理邓玉敏先生兼任财务负责人的议案》。为确

保公司相关财务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等文件的规定，

会议同意由公司总经理邓玉敏先生兼任财务负责人，任职期限与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五、发行人累计借款余额及对外提供担保余额情况 

截至 2017 年末，湖北能源累计新增借款余额 22.99 亿元；2017

年末，湖北能源实际对外担保余额 945.26 万元，较年初增加 60.01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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