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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东兴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发行人 2018 年对外披露的《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其

他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东兴证券出具的

说明文件。东兴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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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东兴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兴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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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核准文件 

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9 月 15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7]1699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

债券”）。 

发行人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其中首期发行债券不超过 10 亿元，

剩余部分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行完毕。 

二、本期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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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债券简称代码：简称：17 传化 01，代码：112626 

（三）发行主体：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四）发行规模、期限：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期限为 5 年（3+2）。 

（五）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1、票面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3%。 

2、起息日、付息日 

起息日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自 2018 年起每年 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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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不另计息）。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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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3、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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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

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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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担保方式：本期债券无担保 

（七）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1、发行方式 

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

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2、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

定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机构

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其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八）债券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

发行。 

（九）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传

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

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十）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流动

资金。 



 

 

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东兴证券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及约定履行受托管理职责，对发行人

本期债券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存储与划转情况进行了监督，并持续督导发行人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TransfarZhilianCo.,Ltd. 

法定代表人 徐冠巨 

注册资本 3,257,814,678 元 

实缴资本 3,257,814,678 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7 月 6 日 

注册地址 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办公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民和路 945 号传化大厦 

邮政编码 311215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朱江英 

公司电话 0571-82872991 

公司传真 0571-83782070 

所属行业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经营范围 

危险化学品无储存批发（范围详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物流信息服务，物流信息软件开发与销售，公路港物流基地及配

套设施涉及的投资、建设、开发，企业管理咨询，市场营销策划，

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

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有机硅及有机氟精细化学品

（不含危险品）、表面活性剂、纺织印染助剂、油剂及原辅材料

的生产、加工、销售，染料（不含化学危险品）的销售，经营进

出口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门批文），物业管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609301348W 

二、发行人 2017 年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2017 年是传化智联向技术驱动的数字型公司这一目标发展的重要一年，公

司基于“传化网”这一战略目标，全力以赴推进传化网建设，加快传化网智能

物流的全国化布局。传化网的宗旨是打造智能供应链服务平台，以公路港城市

物流中心、智慧物流商城为两大入口，以物流供应链、金融服务为两大引擎，



 

 

并围绕流量价值变现打造数字化传化网，服务生产及消费资料高效流转，支撑

实体经济发展。公司以构建传化网智能物流服务能力作为传化智联的首要发展

目标，与此同时传化化工业务作为传化智联持续发展的业务板块，持续聚焦

“成为功能化学品领域的全球顶尖专家”的战略目标，由此，形成传化网智能

物流业务与化工业务协同发展的格局。 

 

报告期内，传化网智能物流业务（以下简称“传化网”）和化工业务发展情

况如下： 

（一）传化智联-传化网智能物流业务 

在“传化网”战略下，依托公司十七年的经营积累及优势，对现有业务策

略进行全面转型与升级。通过打造“全国化的城市物流中心、金融服务、智能

化”三大基础设施，深化推进数字传化网战略。一是持续性升级公路港城市物

流中心，全面转向流量运营；二是全面布局以物流供应链业务和金服业务为引

擎驱动的传化网核心业务，实现了产品结构上的丰富与规模扩张；三是快速搭

建起以智慧物流商城为代表的传化网线上数字化入口，形成传化网服务客户、

整合社会化资源的端口平台。 

报告期内，具体业务内容如下： 

公路港城市物流中心，是传化网实体服务入口，实现共享与连接。公路港

城市物流中心包括货运班车总站、区域分拨中心、仓储配送中心、智能车源中

心等功能模块，并结合城市定位和产业布局，打造集物流、信息、金融于一体



 

 

的行业与区域供应链服务体系。 

物流供应链业务，传化网业务的主轴，是拉动传化网的重要引擎。物流供

应链业务是传化网实现各业务单元链接与联动的主轴，是传化网规模与效益提

升的重要引擎。通过智能仓储、智能调度、智能配载、多式联运等手段为客户

提供“集、分、运、配”一单到底、全程可视的物流服务。 

金融及创新业务，贯穿供应链业务全程，提供整体性金融解决方案以及提

供丰富的创新增值服务。公司为客户提供覆盖供应链上下游的一揽子金融解决

方案，包括支付服务、融资服务、经纪代理、财服管理、征信服务等内容。同

时，公司围绕企业采购、信息管理、车贸、车后、油服等衍生场景，已形成运

联、智联慧通、慧联、油服、货主助手等一系列创新业务及产品体系。 

智慧物流商城，是传化网统一的数字化入口。智慧物流商城连接传化网内

各业务产品，面向客户及服务商建立一套服务体系、交易体系以及信用评价体

系，是传化网的产品线上化载体和线上交易市场的工作台。 

此外，公司以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为核心打造了智能供应链系

统。通过智慧物流系统、智慧园区系统、智慧商城、物流业务支付和金融的串

联，形成业务协同平台，实现全运输过程可视化、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和

精益化，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算法的解决方案，实现对冗长、低效的传统供应链

的优化。 

（二）传化智联-化工业务 

化工业务主要是围绕基底界面技术的功能化学品，旗下主要有纺织印染助

剂、化纤油剂、聚酯树脂、涂料、合成橡胶等系列产品，主要用途如下： 

纺织印染助剂属于精细化学工业，主要用于纺织印染企业，可改善纺织印

染品质，提高纺织品附加值，有纺织工业的味精之称。目前，公司纺织印染助

剂产品将近几百种，覆盖印染加工中“前处理、染色、后整理”三大工序。 

化纤油剂用于化纤生产加工中，用于调节纤维的摩擦特性，防止或消除静

电积累，赋予纤维平滑、柔软等特性，提高纤维抱合力，保护纤维强度，减少

断头率，使化纤顺利通过纺丝、拉伸、纺纱、织造等工序。公司目前生产的化



 

 

纤油剂为 DTY 后纺油剂、FDY 前纺油剂及短纤油剂。 

聚酯树脂业务主要有聚酯环氧系列、纯聚酯系列、特殊型聚酯品种，聚酯

树脂作为粉末涂料用的主要关键原材料，随着涂装技术的进步，粉末涂料在家

电、建材、户外设施、管道工业方面的应用日益成熟，同时，汽车、热敏材

料、金属家具、仪器仪表等行业的发展，也增加了粉末聚酯树脂的需求。 

涂料产品用于涂装物体，使物体表面而能形成涂膜，从而起到保护、装

饰、标志及其他特殊作用（如电绝缘、防污、减阻、隔热、耐辐射等）。公司拥

有建筑外墙漆、内墙乳胶漆、木器漆、工业防腐漆、卷材涂料等系列产品。 

合成橡胶业务是顺丁橡胶产品，产品主要用于轮胎行业，用以制造胎面、

胎侧和其它耐磨制品，如力车胎、浇灌、胶板、运输带、鞋类。 

公司化工业务采取以销定产，产品直销的经营模式，通过与客户的零距离

接触能够更好的了解掌握市场动态，减少中间交易环节，增强客户粘合度，提

高公司毛利率，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化工产品的竞争力。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变动率 

资产总计 2,407,893.38 1,711,049.71 40.73% 

其中：流动资产 1,127,862.77 907,938.25 24.22% 

非流动资产 1,280,030.61 803,111.46 59.38% 

负债总计 1,157,438.35 532,650.82 117.30% 

其中：流动负债 731,019.34 321,410.71 127.44% 

非流动负债 426,419.01 211,240.12 101.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143,598.60 1,118,679.59 2.23%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变动率 



 

 

营业收入 1,927,952.03 818,075.71 135.67% 

营业利润 82,793.49 24.76 334,284.05% 

利润总额 85,963.12 104,474.24 -17.72% 

净利润 53,967.69 76,348.65 -29.3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940.81 68,073.30 -31.04%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5,159.65 -40,070.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0,895.66 -175,507.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2,833.63 90,885.63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7.12.31 2016.12.31 

流动比率 1.54 2.82 

速动比率 1.37 2.57 

资产负债率（%） 48.07 31.13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证监许可[2017]1699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17 年 12 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了人民币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已经出具了《资金到帐证明

及责任承诺》。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使用完毕，本期债券

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第五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且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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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利息的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7 年 12 月 4 日，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

12 月 4 日，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

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4 日。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尚未到达第一个付息日。 



 

 

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8 年 6 月 14 日，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传化智联股份有限

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8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跟踪评级结果如下： 

1、传化智联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17 传化 01”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3、“18 传化 01”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7 年度，公司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为章八一，未发生变

动。 



 

 

第十章 本次债券存续期内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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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情形 

公司历来经营稳健，资产负债率较低、货币资金充足、银行及资本市场信

用良好，报告期内未有重大事项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明显重大影

响。 

二、本次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情形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出具的《传化智联股份

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18年度跟踪评级报告》，“17传化 01”、“18传化 01”

信用等级维持 AA，主体信用等级维持 AA，评级展望维持稳定。本次债券信用

评级未发生变化。 

三、发行人发生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情形 

经查阅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主要

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 

四、发行人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形 

经查阅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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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

的百分之二十情形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当年借款余额（合并口径）为 527,770.16

万元，较 2016 年末借款余额（合并口径）增加 330,659.96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增加额 

短期借款    169,244.29      65,270.22     103,974.0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82,279.56       8,654.21      73,625.35  

长期借款    176,501.38      60,679.69     115,821.69  

应付债券     99,744.93      62,506.08      37,238.85  

合计  527,770.16   197,110.20   330,659.96  

发行人 2016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合并口径）为 1,178,398.89 万元，2017 年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金额占 2016 年末经审计的净资产（合并口径）的比例为

28.06%，超过了 20%。上述新增借款系发行人正常支取的银行授信借款所致，

均属于正常经营活动。 

经查阅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当年

累计新增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情形。 

六、发行人发生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情形 

经查阅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放

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的情形。 

七、发行人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情形 

经查阅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超过

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的情形。 

八、发行人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情形 

经查阅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未作出减

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九、发行人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情形 

经查阅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涉

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十、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情形 

不适用。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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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 

经查阅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发行人情况未发

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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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经查阅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或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形。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