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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编制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7 年度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以下简称“本报告”）。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路

桥”、“发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的《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山东路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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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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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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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17 山路 01”）。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 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次发行的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期限为 5 年期，附

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利率：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5.05%，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内固

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

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

期后 2 年固定不变。债券的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率水平。 

5、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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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发行首日或起息日：2017 年 3 月 10 日。 

7、付息日：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3 月 10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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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本金兑付日：2022 年 3 月 10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

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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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兑付登记日次日至本金兑付日期间，本期债券停止交易。 

9、利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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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

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尚未到行使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的执行

日。 

10、回售条款：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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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

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

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尚未到行使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的执行日。 

11、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

的公告之日起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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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12、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14、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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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dong Hi-Speed Road&Bridge Co., LTD. 

法定代表人 艾贻忠 

股票代码 000498 

股票简称 山东路桥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120,139,063 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 330 号 

办公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 330 号 

邮政编码 250021 

电话号码 0531-87069965 

传真号码 0531-87069902 

公司网址 www.sdlqgf.com 

经营范围 

公路、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交通工程、港口与航

道工程、铁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施工；资格证书范围内承包境外公

路、桥梁、隧道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铁路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及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工程机械及配

件的生产、修理、技术开发、产品销售、租赁；筑路工程技术咨询、培训；

起重机械销售及租赁；交通及附属设施、高新技术的投资、开发；能源环

保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建设、投资和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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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1、注册资本根据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载的山东路桥股本总额披

露； 

二、发行人 2017 年经营状况 

2017 年，公司董事会、经理层带领广大员工攻坚克难，砥砺奋进，企业综

合实力跃上新台阶。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生产产值和经营产值“双百亿”的历史

性突破。截至 2017 年底，实现营业收入 123.85 亿元，同比增长 52%；实现利润

总额 7.71 亿元，同比增长 27.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6 亿元，

同比增长 34.06%。截至本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176.27 亿元，较年初增长

17.17%；负债 135.6 亿元，较年初增长 17.1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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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40.14 亿元，较年初增长 15.8%。                                                    

借壳上市后，公司打造公路施工、公路养护、建筑施工、市政工程、设备制

造、铁路施工等板块，做强做优路桥主业，全面开发铁路、市政、建筑、养护、

隧道等市场，在巩固现存市场的基础上，不断拓展国内乃至海外市场。报告期内，

公司坚持生产经营和资本运作“双轮驱动”，发展质量和效益增长“两翼齐飞”。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

年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

同期增减 

分行业 

建筑业 12,096,541,678.27 10,549,873,571.73 12.79% 54.80% 57.12% -1.29% 

分产品 

路桥工程

施工 
11,018,930,432.29 9,608,193,295.44 12.80% 58.97% 58.80% 0.09% 

路桥养护

施工 
1,077,611,245.98 941,680,276.29 12.61% 22.06% 41.81% -12.17% 

分地区 

华北地区 3,325,959.34 3,798,885.34 -14.22% -97.78% -97.15% -25.35% 

华东地区 9,804,761,611.22 8,371,722,452.37 14.62% 65.74% 68.83% -1.56% 

西北地区 340,216,854.13 346,626,495.52 -1.88% 45.09% 57.47% -8.00% 

西南地区 1,007,590,148.07 939,300,745.95 6.78% 26.00% 25.29% 0.53% 

中南地区 503,074,989.85 518,324,390.64 -3.03% 133.45% 154.11% -8.38% 

海外地区 422,184,271.24 358,492,012.32 15.09% -15.40% -20.11% 5.02% 

东北地区 15,387,844.42 11,608,589.59 24.56% 100.00% 100.00% 24.56% 

三、2017 年度发行人财务状况 

2017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23.85 亿元，同比增长 52%；实现利润总额

7.71 亿元，同比增长 27.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6 亿元，同比

增长 34.06%。2017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 176.27 亿元，净资产 40.65 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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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增幅 

资产总计 17,626,770,346.08 15,043,153,551.83 17.17% 

负债总计 13,561,543,623.56 11,572,528,887.65 17.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4,065,226,722.52 3,470,624,664.18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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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

计 
4,014,415,752.95 3,466,819,825.94 15.8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增幅 

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232,437,214.69 814,250,328.05 -71.45% 

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1,004,063,741.16 -963,968,310.48 4.16% 

筹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288,720,727.29 1,679,925,917.54 -82.81% 

现金净增加额 -475,406,135.69 1,544,021,453.91 -130.79% 

 

项目 2017 年 2016 年 增幅 

营业收入 12,384,729,807.97 8,147,651,272.95 52.00% 

营业利润 769,896,559.32 603,995,375.71 27.47% 

利润总额 771,426,349.22 604,101,715.40 27.70%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76,056,830.90 429,706,576.96 3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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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经"中国证监会[2016] 651 号文"文件核准，于 2017 年 3 月 10 日公开发

行了人民币 5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

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汇入在中信银行济南分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

聘请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

具了编号 XYZH/2017JNA30084 号和 XYZH/2017JNA30085 号验资报告。 

根据《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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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已全额用于补

充子公司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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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 年度，公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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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 

第六节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每年付息 1 次，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3 月 10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

至 2020 年每年的 3 月 1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1 个交

易日）。本金兑付日为 2022 年 3 月 10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兑付日为

2020 年的 3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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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因 2018 年 3 月 10 日为节假日，

付息日顺延至 2018 年 3 月 12 日）支付了 2017 年 3 月 10 日至 2018 年 3 月 9 日

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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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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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对本期公司债

券 2017 年度的跟踪评级工作，并于 2018 年 6 月 20 日出具了《山东高速路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本期

债券信用等级 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稳定。 

一、优势 

1、2017 年，山东省经济保持快速增长、道路建设需求稳定在增加，公司外

部发展环境良好。 

2、2017 年，公司新签合同金额明显增加，目前公司在手建造合同规模较大，

对公司未来收入形成一定的支撑。 

3、2017 年，公司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盈利能力

有所增强。 

二、关注 

1、2017 年，路桥工程项目仍存在工期延长和安全隐患等不确定因素，导致

公司存货周转期长、项目垫资规模大、回款效率偏低等问题。 

2、2017 年，公司业务仍主要来自控股股东及关联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

且公司存在关联交易，关联交易规模较大，存在一定经营风险。 

3、截至 2017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即期债务

规模较大。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全文详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om.cn），敬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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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2017 年 11 月 16 日，原债券信息披露负责人汪丽雁女士因到退休年龄，辞

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指定了李文佳作为信息披露相关事宜负责人，负责信息披露相关事宜。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李文佳 

联系电话：0531-87069951 

传真：0531-87069902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五路 330 号 

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事项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及本

期债券的本息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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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对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及有关

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并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状况、增信机

制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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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末，公司作为合并主体不存在对外担保事项。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诉讼基本情

况 

涉案金额

（万元） 

是否形

成预计

负债 

诉讼(仲裁)进展 

诉讼(仲裁)

审理结果及

影响 

诉讼(仲

裁)判决执

行情况 

披露日

期 

本公司全资

子公司作为

原告起诉广

州大广高速

公路有限公

司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

纷案 

21,148.47 否 

本案经河源市中级人民

法院分别于 2017 年 9 月

8 日、10 月 30 日、12 月

26 日三次开庭审理，因

进行工程造价评估鉴

定，一审尚在审理中。 

一审审理阶

段 

尚未判决 
2017年4

月 28 日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情况 

姓名 担任的职务 变动类型 变动日期 变动原因 

江成 董事长 离任 2018 年 01 月 05 日 因工作变动辞职 

朱玲 独立董事 离任 2018 年 03 月 08 日 因个人原因辞职 

张仰进 董事 离任 2018 年 04 月 04 日 因工作原因辞职 

艾贻忠 董事长 新任 2018 年 1 月 29 日 职位空缺，选举新任 

四、相关当事人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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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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