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债券简称：16 彩塑 01  债券代码：112466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宿迁市宿豫区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号）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7 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1508号） 

2018年 6月 

 



 

I 
 

重要声明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大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对外公布的

《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以及发行人向光大证券提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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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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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及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本期债券名称 

1、债券简称：16 彩塑 01 

2、债券代码：112466 

3、债券期限：本期发行债券期限为 5 年，附发行人第 3 年末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

与主承销商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在债券存续期前 3 年保持不变，票

面利率为 4.09%。如公司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

后 2 年的票面年利率为调整后的票面年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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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票面利率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付息，

不计复利。 

5、债券发行规模：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 8 亿元。 

6、债券还本付息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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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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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债券发行首日：本期债券发行期的第 1 日，即 2016 年 10 月 26 日。 

8、债券上市交易首日：2016 年 12 月 14 日 

9、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已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则的规定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制定受托管理业务内部操

作规则，明确履行受托管理事务的方式和程序，对发行人履行《募集说明书》

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义务的情况进行了持续跟踪和监督。 

受托管理人在履行职责时无利益冲突情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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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概况 

1、公司名称：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注册地址：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彩塑工业园区井头街 1 号 

3、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培服 

4、公司信息披露联系人：吴迪 

5、联系电话：0527-84252088 

6、联系传真：0527-84253042 

7、互联网址：http://www.shuangxingcaisu.com 

8、电子邮箱：wudi@shuangxingcaisu.com 

9、发行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二、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1、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 2016年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905,024.01 668,782.58 35.32% 

负债合计 165,881.32 134,101.86 23.70%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9,142.68 534,680.73 38.24% 

营业收入 302,295.52 255,273.99 18.42% 

净利润 7,465.12 13,302.27 -43.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01.74 12,426.08 -89.52% 

2、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年 2016年 

流动比率 5.85 6.23 

速动比率 4.58 4.67 

资产负债率（%） 18.33% 20.05% 
（1）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 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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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8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募集资金净额 7.968 亿

元，已于 2016 年 10 月 28 日汇入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指定的银行账户

32050177863609888888，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为全部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亿元） 

项目 金额 约定用途 是否一致 

募集资金净额 7.9680 — — 

补充流动资金 8.0001 补充流动资金 是 
使用资金合计 8.0001 补充流动资金 是 
募集资金余额 0.0000 — — 

使用的募集资金中，包含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 320.81 万元，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运作正常，募集资金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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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一、本期债券无担保。 

二、在本报告期内，“16 彩塑 01”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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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期债券的本

息偿付情况 

一、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事项，

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要求执行偿债保障措施。 

二、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2017 年 10 月 26 日“16 彩塑 01”第一次付息，已按时全额兑付应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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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一、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

按《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

债券受托管理人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发行人为上市公司，2017 年度已按照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2016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2017 年付息公告均已在 2017

年度按照相关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2017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度审

计报告已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二、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承诺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债券利息

及兑付债券本金。如果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等特殊情况时，发行人将

至少采取如下一些相应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等措施。 

2017 年度，发行人已按照本期债券基本条款约定的时间向债券持有人全额

支付债券利息，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综上所述，2017 年度，发行人严格执行了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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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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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情况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资信”）

将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

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在发行人年报披露后 2

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在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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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鹏元资信对本期债券出具了 2017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结果为：主体评级 AA，债项评级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相关评级结果未

较本期债券首次评级情况发生变化，上述评级报告已按照相关要求进行了披露；

鹏元资信未在 2017 年内对本期债券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2018 年 6 月 22 日，鹏元资信对本期债券出具了 2018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评级结果为：主体评级 AA，债项评级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相关评级结果未

较本期债券首次评级情况以及 2017 年跟踪信用评级情况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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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 2017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度内，发行人的相关信息

披露事务负责人为吴迪，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本期债券事务的专人未发

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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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2017 年度，无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情况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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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7 年 1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江

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55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80,000,000 股新股。2017 年 3 月 3 日，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 172,117,03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999,999,993.18 元，募集资金净

额为 1,967,572,876.23 元，非公开发行新增股票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889,444,681 股。 

二、2017 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 

经发行人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以公司总股本 889,444,681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 10 股转增 3 股，共计转增 266,833,404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156,278,085 股。 

2017 年 6 月 28 日，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并于 2017 年 8 月 8 日，完成工商

变更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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