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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均来源于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巴传媒”、“发行人”或

“公司”）对外公布的《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

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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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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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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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06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 7 亿元（含 7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次债券的简称和代码分别为“15 北巴债”，122398。 

四、发行主体 

本次债券的发行主体为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7 亿元。 

六、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债券期限 

本次债券的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 

八、债券利率 

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4.40%，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九、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

账户托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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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还本付息期限及方式 

本次债券按年付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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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

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一、起息日 

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7 月 14 日。 

十二、付息日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7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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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7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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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十三、兑付日 

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7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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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7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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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担保情况 

本次债券为担保债券，由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的

本息偿付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五、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十六、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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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信建投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对公司履行募集说明书及协议约定义

务的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持续关注公司的资信状况、内部增信机制及偿债

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对公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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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JING BASHI MEDIA CO., LTD 

股票代码：600386 

股票简称：北巴传媒 

注册资本：806,400,000.00 元 

法定代表人：王春杰 

成立日期：1999 年 6 月 18 日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32 号 

经营范围：出租汽车客运；省际公路客运；轻轨客运；汽车修理；汽车设施

改装；代理车辆保险；餐饮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及外商来华广告；

汽车租赁；汽车用清洁燃料的开发、销售；公交 IC 卡及 ITS 智能交通系统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开发后产品、机械电器设备、电

子计算机及外部设备、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人员培训；投资及投资管

理。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2017 年公司整体经营形势良好，具体情况如下： 

1、广告传媒板块：随着市政府对户外广告管理的日趋严格，北京的户外媒

体资源也愈发稀缺，而公交广告媒体以其覆盖面广、运营时间长、视觉冲击力强

等特性，满足了商家产品广告宣传的不同需求；同时，北巴传媒各营销团队具有

完善的业务渠道、成熟的销售网络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在多年来户外媒体的经营

管理中确立了强有力的竞争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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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汽车服务板块：全球汽车产业正在转型升级，汽车行业竞争正由制造领

域向服务领域延伸。公司汽车服务业务板块由驾驶培训、汽车租赁、整车销售、

维修保养、拆解回收、新能源充电服务等业务构成，近年来业务发展迅速。一方

面，公司已建成成熟和完整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体系，并逐步搭建新能源充电服务

网络平台；另一方面，公司各业务具有良好的地域优势，且产业板块间的关联性

强，已建立形成了业务间的联动共赢机制；多项汽车后服务业务属于朝阳产业，

业务拓展空间较大。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377,174.75 万元，净资产为

196,240.36 万元。2017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408,917.6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98%，实现利润总额 17,754.36 万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 10,285.68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12.64%。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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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74.75 363,940.89 3.64% 

负债合计 180,934.39 169,336.71 6.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80,271.15 176,290.81 2.26%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6,240.36 194,604.17 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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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业收入 408,917.64 349,564.65 16.98% 

营业利润 15,005.87 17,476.54 -14.14% 

利润总额 17,754.36 17,709.33 0.25% 

净利润 11,813.31 12,546.26 -5.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285.68 11,773.41 -12.64%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108.15 21,426.05 -10.8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634.11 -22,309.33 196.9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62.55 -7,845.00 -2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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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1206 号文批准，北巴传媒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000.00 万元，扣除承销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69,300.00 万元全部汇入发行

人指定的银行账户。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募集资金到位情

况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已按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

途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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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公司债券担保人情况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提供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本次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2017 年，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业绩良好，资产规模持

续增长，信用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履行担保责任的重大

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合并报表口径经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度/末 

资产总计 4,607,214.14 

负债合计 1,841,083.82 

股东权益 2,766,130.32 

营业收入 899,670.41 

利润总额 21,515.39 

净利润 13,7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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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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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北巴传媒已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完成了本次债券的 2017 年度付息事项。 

本次债券 2018 年付息方案如下： 

1、本年计息期限：2017 年 7 月 14 日至 2018 年 7 月 13 日。 

2、按照《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

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4.40%。每手“15 北巴债”（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 44.00

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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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8 年 5 月 16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北京巴士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

债券信用等级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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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次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负责处理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2017 年度，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小组成员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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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无重大对外担保事项（不含对子公司的担

保）。 

二、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7 年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其他事项 

1、资产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北巴传媒以下资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 

项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万元） 受限原因 

货币资金 14,230.61 注 1 

存货 20,850.38 注 2 

合计 35,080.98  

注 1：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缴存的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10,102.24 万元、经销

商整车结算保证金 4,126.27 万元及保险兼业保证金 2.09 万元使用受限。 

注 2：根据公司子公司之子公司北京花园桥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雷克萨斯”）与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签订的《经销商融资协议》，雷克萨斯为担

保该协议项下的付款义务，期末用于抵押的库存商品余额为 1,463.26 万元。 

根据公司子公司之子公司北京元之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元之沃”）与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元之沃为担保该协议项

下的付款业务，期末用于抵押的库存商品余额为 6,989.76 万元。 

根据公司子公司之子公司北京海文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文捷”)与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额度协议（敞口额度）》，海文捷为

担保该协议项下的付款业务，期末用于抵押的库存商品余额为 1,307.66 万元。 

根据公司子公司之子公司北京海之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之沃”）与中信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签订的《银行承兑汇票承兑额度协议》，海之沃为担保该协议项

下的付款业务，期末用于抵押的库存商品余额为 9,590.03 万元。 

根据公司之子公司大同市雁之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同雁之沃”）与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并在该合同约定的额度及期限内开

具银行承兑汇票。大同雁之沃为担保该协议项下的付款业务，期末用于抵押的库存商品余额

为 367.91 万元。 

根据公司之子公司运城海之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城海之沃”）与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并在该合同约定的额度及期限内开具

银行承兑汇票。运城海之沃为担保该协议项下的付款业务，期末用于抵押的库存商品余额为

463.1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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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子公司之子公司临汾海之沃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汾海之沃”）与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额度合同》，并在该合同约定的额度及期

限内开具银行承兑汇票。临汾海之沃为担保该协议项下的付款业务，期末用于抵押的库存商

品余额为 668.58 万元。 

2、银行授信情况 

2017 年度，北巴传媒银行授信情况如下： 

金融机构名称 贷款单位 
授信额度

（万元） 

2017 年度

累计贷款金

额（万元） 

2017 年度

累计偿还金

额（万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海文捷 3,300.00 25,070.00 20,090.00 

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 雷克萨斯 4,000.00 45,182.63 45,976.4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海之沃 11,000.00 85,691.75 73,092.9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 海之沃 5,000.00 26,968.31 21,764.73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 元之沃 4,700.00 32,354.71 45,284.0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 元之沃 5,000.00 15,781.72 8,223.3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 雁之沃 800.00 3,876.21 3,508.35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 运城海之沃 804.00 4,273.11 3,468.9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延东支行 临汾海之沃 2,000.00 7,038.52 5,444.14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 
柳州海腾 3,000.00 1,144.40 3,497.58 

合计 - 39,604.00 247,381.34 230,350.52 

3、相关当事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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