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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原“力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金资

本”、“公司”或“发行人”）公开披露的《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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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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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一、债券名称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二、本次公司债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477 号文核准，公

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3.5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

次债券”）。本次债券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发行完毕，实际发行规模 3 亿元。 

三、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主体：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3、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一次发行。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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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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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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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6 月 27 日。 

9、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按登记机构相关规定处理。在利息

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

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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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付息日：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6 月 27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6 月 2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1、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6 月 27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6 月 27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12、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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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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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 4.9%，在存续期内前 3 年不变，在存

续期的第 3 年末，公司可选择上调票面利率，在存续期的后 2 年，公司可选择上

调票面利率，票面利率为前 3 年的票面利率加公司提升的基点，在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14、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

第 3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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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

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5、发行时的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

《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

级为 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

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16、担保人及担保方式：华发集团为本次公司债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公司同意以所持有的珠海富海铧创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权

益份额及收益权为华发集团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华发集团已向公司出具了《担保



6 
 

函》，其担保责任已发生法律效力。公司向华发集团出具的《反担保承诺函》作

为反担保的措施，反担保措施的落实与否并不影响华发集团出具的《担保函》的

效力。 

17、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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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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原“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光宁 

注册资本 344,708,340元 

成立日期 1992年10月28日 

公司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国家高新区前湾二路2号总部基地

一期B栋5楼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高小军 

邮政编码 519080 

联系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国家高新区前湾二路2号总部基地

一期B栋5楼 

电话 0756-3612808 

传真 0756-3612812 

互联网址 www.huajinct.com 

电子信箱 gaoxiaojun@huajinct.com 

所属行业 综合 

经营范围 

投资及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创新产业园区建设及运

营；企业管理及咨询；交易平台的投资和运营；微电子、电

力电子、环境保护产品的开发、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和电

力开发；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技术、新材料及其产品的

开发、生产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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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79 亿元，同比增长 54.55%；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为 23.37 亿元，同比增长 19.43%。2017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 4,828.48 万元，同比增长 18.2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7 年度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479,147,250.37 100%

分行业 

电子设备制造业 174,235,459.95 36.36%

电子器件制造业 92,845,440.80 19.38%

公共设施服务业 60,054,497.65 12.53%

科研服务业 

投资与管理 144,366,576.85 30.13%

其他非主营业务 7,645,275.12 1.60%

分产品 

电子设备 174,235,459.95 36.36%

电子器件销售 92,845,440.80 19.38%

污水处理 60,054,497.65 12.53%

服务与培训 

投资与管理 144,366,576.85 30.13%

其他非主营业务 7,645,275.12 1.60%

分地区 

华南地区 333,305,261.84 69.56%

华东地区 90,186,383.13 18.82%

华北地区 14,698,188.07 3.07%

华中地区 7,351,012.81 1.53%

东北地区 1,113,752.14 0.23%

西北地区 4,468,418.83 0.93%

国内其他地区 2,815,577.77 0.59%

境外 25,208,655.78 5.26%

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23.37 亿元，负债总额为 14.70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7.43 亿元。2017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4.79 亿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0.48 亿元。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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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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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末 2016 年末 变动率（%） 

资产 2,336,652,463.66 1,956,432,000.01 19.43

负债 1,469,556,653.79 1,138,947,832.32 29.03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42,538,003.86 714,809,334.71 3.88

总股本 344,708,340.00 344,708,340.00 0.00

2、合并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479,147,250.37 310,032,672.83 54.55

营业成本 419,724,232.89 275,654,455.64 52.26

营业利润 77,717,929.62 51,833,907.18 49.94

利润总额 78,798,358.25 61,058,065.18 29.05

净利润 64,762,663.80 54,131,198.72 19.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48,284,835.85 40,847,199.30 18.2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6,188,667.67 89,913,590.78 40.3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42,185,524.84 ‐570,657,685.34 40.0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7,866,688.36 510,899,269.70 -4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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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3 月 11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477 号文核准，公

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3.5 亿元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

次债券”）。本次债券于 2016 年 6 月 28 日发行完毕，实际发行规模 3 亿元。 

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在《力合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募集说明书》中披露募集资金 3 亿

元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以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求，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公

司财务状况、优化资本结构，对于保障公司顺利进行项目开发及运营具有重要意

义。经核实，发行人前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内容一致。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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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债券担保人情况 

华发集团为本次公司债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华金资本同意以所持

有的珠海富海铧创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权益份额及收益权为

华发集团的担保提供反担保。 

2017 年度，华发集团持续盈利，资产规模与利润总额保持增长，根据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8]第 106056 号，

2017 年度，华发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4,415,523.85 万元，总资产为 22,847,941.70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608,737.51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6,239,204.19 万元。华发集

团的担保为本期债券的到期偿还提供较有力的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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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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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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公司债券付息及赎回情况 

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7 日支付自 2017 年 6 月 27 日至 2018 年 6 月 26 日期间

的利息。 



14 
 

第七节 本次公司债跟踪评级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

及相关债项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评级，并出具了编号为“联合[2018]1188 号”的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

报告》，确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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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

担保）。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与子公司之间担保情况 

担保对象名称 
担保额度相关公

告披露日期 

担保额

度 

实际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实际担保

余额 

担保类

型 
担保期 

是否履

行完毕

东营中拓水质净

化有限公司 

2013年 04 月 12

日 
6,000

2013年 09 月 05

日
3,787.5

连带责

任保证 

不超过

10 年 
否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

誉、业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实质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7 年度，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资信评级机构均未改变。 

四、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国金证券作为“16 力合债”受托管理人将本着诚信、谨慎、有效的原则，以

维护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为行事原则；持续关注华金资本的经营情祝、财

务状况及资信状况，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