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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4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

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为“12 盐湖 01”，代码为 112154。 

四、发行主体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12 盐湖 01”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0 亿元。 

六、债券期限 

“12 盐湖 01”为 7 年期债券，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七、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5 年（2013 年 3 月 6 日至 2018 年 3 月 6 日）内票面利率为

4.99%；存续期后 2 年（2018 年 3 月 6 日至 2020 年 3 月 6 日）票面利率为 5.7%。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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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息日：2013 年 3 月 6 日。 

付息日：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3 月 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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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金支付日：2020 年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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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8 年 3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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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息期限：自 2013 年 3 月 6 日至 2020 年 3 月 5 日。 

九、募集资金用途 

据盐湖股份 2017 年度报告披露，公司于 2013 年 3 月 6 日成功发行 50 亿元

公司债券，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要求，偿还银行贷款 180,400 万

元，剩余款项全部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十、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一、信用等级 

据《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信用评级

报告（2018）》，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对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及本期

债券的跟踪评级结果为：本期债券信用等级维持为 AAA，发行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维持为 AAA，评级展望维持为稳定。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12 盐湖 0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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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作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12 盐湖 01”（债券代码：112154）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青

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资信状况，积极行使受托

管理人职责，督促发行人采取措施，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 发行人资信情况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 0.59 0.69 -14.49% 

  速动比率 0.47 0.53 -11.32% 

  资产负债率 73.02% 68.21% 7.05% 

2017 年末，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0.59，0.47，资产负债率为

73.02%，变动比例均未超过 30%。 

二、 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三、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依据《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

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拟将 30%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调整债

务结构；剩余 70%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本次债券发行完

毕、募集资金到账后，发行人将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资金量、

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要，最终确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和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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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根据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资金量、公司债务结构调整

及资金使用需要，最终确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金额为 18.0407亿元，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金额为 31.662 亿元。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0。发行人已根据内部管理制度

履行了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程序。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

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第三章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原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是经青海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青体改函字[1997]第 035 号文批准，

由原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为主发起人联合北京华北电力实业总公司、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成都公司、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中蓝连海设计研究院、

化工部长沙设计研究院、湖北东方农化中心共同发起，于 1997 年 8 月 25 日以募

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设立时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

本公司于 1999 年实施 10 配 3 的配股方案，2002 年增发新股 3500 万股，2003

年实施资本公积 10 转增 10 的利润分配方案，2004 年实施资本公积 10 转增 5 的

利润分配方案，上述变更后本公司总股本为 76,755 万股。 

本公司原控股股东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4 年 6 月 15 日将持

有的本公司 15,351 万股份转让给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本公司于 2006 年进行了股

权分置改革，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在登记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流

通股股东共计支付 3,600 万股股份和 36,000 万元现金对价。本公司股东中国中化

集团公司于2007 年10 月16 日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41,907,561 股转让给其

子公司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根据 2008 年 1 月 2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08]127 号《关

于核准青海数码网络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吸收合并青海盐湖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暨注销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受让股份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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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青海数码网络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码网络”）定向增

发吸收合并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同时，数码网络更名为青海盐湖工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由青海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湖集团”）。 

2009 年 8 月 26 日《青海盐湖钾肥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增股份换股吸收合并青

海盐湖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及注销盐湖集团所持盐湖钾肥股份报

告书》获得青海省人民政府青证函【2009】70 号文批准，2009 年 10 月 20 日获

得商务部反垄断局【2009】80 号文审查同意，2010 年 1 月 7 日获得国务院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2010〕5 号文审查同意。2010 年 6 月 12 日，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有条件通过，2010 年

12 月 20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860 号批复核准本公司新增

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盐湖集团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本公司新增股份 822,959,203

股，其中：新增发行 1,057,798,607 股股份换股吸收合并盐湖集团，同时注销盐

湖集团持有本公司 234,839,404 股股份，变更后本公司注册资本为

1,590,509,203.00 元。2011 年 5 月 5 日，本公司名称变更为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 

根据本公司 2015 年第 1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 2015 年 11 月 9 日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549 号《关于核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66,884,531 股，本

公司股本变更为 1,857,393,734.00 元，其中：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 502,045,930 股，占注册资本的 27.03%。本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000226593742J；法定代表人：王兴富；公司住所：青海省格尔木市黄河路

28 号。 

根据本公司 2017 年 5 月 4 日召开的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本公司

股本 1,857,393,734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转增

后股本变更为 2,786,090,601 股，其中：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753,080,289 股，占注册资本的 27.03%。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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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6.99 亿元，较上年增加 12.8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1.59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318.7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5.18 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16%；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有：生产

要素价格居高不下，钾肥销量的减少；海纳“2.14”、化工“6.28”安全事故的

影响，2017 年生产装置大部分时间处于停产中，市场景气度较高的 PVC、烧碱、

水泥等均未能生产，并进行相关整改投入，导致亏损数增加；煤炭和天然气供给

不足导致化工装置不能满负荷运行；海纳、金属镁等项目大规模转固致成本增加。 

公司 2017 年度营业收入构成如下表： 

单位：元，%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11,699,406,120.07 100% 10,364,138,892.79 100% 12.88% 

分行业 

制造业 9,441,555,526.95 80.70% 9,466,213,263.74 91.34% -0.26% 

百货业 79,709,061.32 0.68% 100,812,980.73 0.97% -20.93% 

酒店业 12,400,843.69 0.11% 15,837,612.79 0.15% -21.70% 

运输业 1,582,545,376.26 13.53% 547,056,632.51 5.28% 189.28% 

其他 583,195,311.85 4.98% 234,218,403.02 2.26% 149.00% 

分产品 

氯化钾 5,916,504,024.58  50.57%  6,779,739,236.37  65.42%  -12.73%  

盐湖资源综合

利用化工产品 
1,765,743,505.39 15.09% 999,321,119.32 9.64% 76.69% 

碳酸锂 744,094,210.01  6.36%  310,142,653.46  2.99%  139.92%  

PVC 642,574,922.95 5.49% 849,240,706.32 8.19% -24.34% 

水泥 372,638,864.02  3.19%  527,769,548.27  5.09%  -29.39%  

百货 79,709,061.32  0.68%  100,812,980.73  0.97%  -20.93%  

运输 1,582,545,376.26  13.53%  547,056,632.51  5.28%  189.28%  

其他 595,596,155.54 5.09% 250,056,015.81 2.41% 138.19% 

分地区 

国内 11,699,406,120.07  100.00%  10,364,138,892.79  100.00%  12.88% 

公司 2017 年度营业成本构成如下表： 

单位：元，% 

产品分类 
2017 年 2016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金额 占营业成本比重 

氯化钾 2,099,716,553.34  26.99%  1,985,379,456.86  33.42%  5.76%  

盐湖资源综合利用 2,171,762,950.17  27.92%  1,197,976,193.97  20.17%  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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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品 

碳酸锂 233,698,427.98  3.00%  133,832,504.04  2.25%  74.62%  

PVC 788,724,016.92  10.14%  1,297,558,402.85  21.84%  -39.21%  

水泥 341,794,773.00  4.39%  540,651,228.32  9.10%  -36.78%  

百货 71,953,032.98 0.93% 91,950,796.66 1.55% -21.75% 

运费 1,542,122,487.57  19.83%  510,911,792.45  8.60%  201.84%  

其他 528,499,132.20 6.79% 182,359,331.57 3.07% 189.81%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盈利能力 

2017 年度，发行人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69,940.61  1,036,413.89  12.88% 

营业利润 -410,334.10  23,677.42  -1833.02% 

利润总额 -412,385.47  48,940.73  -942.62% 

净利润 -428,841.11  20,959.16  -2146.0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5,923.79  34,126.47  -1318.77% 

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减少的主要原因：生产要素

价格居高不下，钾肥销量的减少；海纳“2.14”、化工“6.28”安全事故的影响，2017 年生

产装置大部分时间处于停产中，市场景气度较高的 PVC、烧碱、水泥等均未能生产，并进

行相关整改投入，导致亏损数增加；煤炭和天然气供给不足导致化工装置不能满负荷运行；

海纳、金属镁等项目大规模转固致成本增加。 

(二) 发行人资产负债状况 

2017 年度，发行人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资产合计 8,241,852.97  8,294,588.79  -0.64% 

负债合计 6,018,233.21  5,657,435.72  6.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2,023,639.57  2,452,446.89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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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少数股东权益 199,980.19  184,706.18  8.27% 

（三）发行人现金流量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832.64  202,881.72  -25.1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078.15  -295,298.54  -20.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9,457.51  -221,862.82  -162.86% 

（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162.86%，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取得借款的

现金流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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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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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704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

会公开发行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其中网上发行 0.1 亿元，网下发行 49.9 亿元。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2013年 3 月 11日汇入发行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1对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国浩验字（2013）708A0002 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对本期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具体如下： 

公司拟将 30%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调整债务结构；剩余 70%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

后，发行人将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时间、资金量、公司债务结构调

整及资金使用需要，最终确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金额。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 0。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商业银行

贷款，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发行人已根据内部管理制度履

行了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程序。 

  

                                                             
1 1 2013 年 5 月 31 日，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因与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合并，更名为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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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公司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 

11 

第六章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作用、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承诺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

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发出之日，发行人严格履行已披露的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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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3 年 3 月 6 日开始起息，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3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 1 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 

发行人于 2017 年 3 月 6 日支付自 2016 年 3 月 6 日至 2017 年 3 月 5 日期间

的利息，相关付息具体事宜请参见发行人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公布的《青海盐湖

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7 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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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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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5 月出具

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信用评级报告

（2018）》，该报告主要内容如下： 

一、正面 

1、股东支持力度较大； 

2、资源优势突出，氯化钾业务盈利空间大； 

3、规模优势明显。 

二、关注 

1、 主要投产化工项目亏损； 

2、 资产减值规模大，负面影响盈利； 

3、 生产安全风险； 

4、 财务杠杆水平较高，偿债压力大； 

5、 金属镁一体化项目短期达产仍存在不确定性，负面影响综合盈利。 

三、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AAA，本次公司债券信用

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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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末，除对子公司的担保外，公司无对外担保。 

二、发行人 2017 年亏损情况 

截至 2017 年末，发行人发生超过 2016 年末净资产 10%的重大损失。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度报告，2017 年度发行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为-4,159,237,936.36 元，亏损占 2016 年末净资产 15.77%。 

亏损主要原因是生产要素价格居高不下，钾肥销量的减少；海纳“2.14”、

化工“6.28”安全事故的影响，2017 年生产装置大部分时间处于停产中，市场景

气度较高的 PVC、烧碱、水泥等均未能生产，并进行相关整改投入，导致亏损

数增加；煤炭和天然气供给不足导致化工装置不能满负荷运行；海纳、金属镁等

项目大规模转固致成本增加。 

本次减值的具体情况，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2017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三、发行人涉及的重大诉讼、仲裁或重大行政处罚事项 

2017 年度，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7 年度，发行人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分公司青海盐

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发生安全事故，被环保、安监、税务等其他行政

管理部门给予重大行政处罚： 

名称/姓名 类型 原因 
调查处罚类

型 
结论（如有） 

披露日

期 

披露索

引 

青海盐湖工

业股份有限

公司化工分

公司 

公司 

公司化工分公司

乙炔厂一车间炭

黑水处理系统复

位工艺管道至炭

黑水槽作业时发

生乙炔爆炸事故 

被环保、安

监、税务等其

他行政管理

部门给予重

大行政处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

是一起重大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事故共造成4人

死亡，直接经济损失282.4

万元。对相关单位及个人

给予相应责任追究。 

2017年

06月29

日 

巨潮资

讯网

www.cni

nfo.com.

cn 

http://www.cninfo.com.cn��¶��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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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盐湖海

纳化工有限

公司 

公司 

青海盐湖海纳化

工有限公司西厂

区VCM装置精馏

单元底层氯乙烯

输送泵在维护保

养过程中发生火

灾事故 

被环保、安

监、税务等其

他行政管理

部门给予重

大行政处罚 

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

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

任事故。对相关责任单位

及个人根据规定予以处

理。 

2017年

02月15

日 

巨潮资

讯网

www.cni

nfo.com.

cn 

四、其他重大事项 

经查阅年度报告、评级报告及问询发行人相关负责人，发行人不存在以下重

大事项： 

（一）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二）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四）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发行人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二十； 

（六）发行人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七）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决定； 

（八）发行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九）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十）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