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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发布的《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

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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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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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 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 PUDONG ROAD&BRIDGE CONSTRUCTION 

Co.,LTD 

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3月 17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6〕

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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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亿元的公司

债券。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2017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1 日，发行人成功

发行 2亿元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简称“17 浦建 01”，以下称“本期债券”）。 

三、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2、债券名称：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3、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9 亿元（含 19 亿元），

分期发行，其中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 亿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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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债券期限：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3 年期。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根据簿记建

档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共同协商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为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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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立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金桥支行。 

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7 年 2 月 28 日。 

10、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11、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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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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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还本付息的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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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5、利息支付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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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本金兑付金额：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金额为投资者于本金兑付日持有的

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17、债权登记日：确定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的日期。 

18、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9、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

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20、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簿记建档、询价配售的方式公

开发行。具体发行方式详见发行公告。 

22、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发行对象为合格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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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24、募集资金用途：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等公司正常业务

经营所需资金。 

25、簿记管理人：本期债券的簿记管理人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7、新质押式回购：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为 AA+。公司向上交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申请质押式回购安排。具体折算率等事

宜按上交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28、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2017 年内按照本期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

期跟踪机制，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国泰君安于每月末提示发行人，如债券存续期内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披露临时报告并告知受托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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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GHAI PUDONG ROAD&BRIDGE CONSTRUCTION 

Co.,LTD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佳林路 102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8 号 14 楼 

法定代表人：罗芳艳（代行董事长职责） 

电话：021-58206677 

传真：021-68765759 

电子信箱：chenp@pdjs.com.cn 

成立日期：1998 年 01 月 09 日 

总股本金额：970,256,000.00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971339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浦东建设 

股票代码：600284 

公司网址：www.pdjs.com.cn 

信息披露媒体：http://www.sse.com.cn/ 

主营业务：道路、公路、桥梁、各类基础工程施工，设备安装，装饰装修工

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建材研制及生产，水利和港口工程建筑，房屋工程建筑，

公路管理与养护，市政公共设施管理，工程准备，房地产开发经营，城市轨道交

通工程，实业投资，高新技术开发，汽配、机械加工，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



8 
 

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道路技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二、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1、外部经营环境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也随之放缓。由于行业集中

度较低，未来随着城镇化建设标准的提高以及市场开放程度的增加，市场竞争将

进一步加剧。 

在公共与基础设施领域，推广 PPP 模式成为国家当前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模式。随着 PPP 的快速发展，国家陆续出台相关

政策规范 PPP 项目运作和市场发展，遏制隐性债务风险增量，在强监管背景下

PPP 项目入库速度将放缓，总量规模增长速度将下降，长期而言有利于 PPP 市场

健康可持续发展，预计未来几年 PPP 仍然会是社会资本进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

的主要模式。 

随着供给侧改革的不断深入，预计将来传统市政工程类项目所占比重将趋小，

城镇综合开发项目、特色小城镇培育项目、水利工程、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以及环

保产业所占比重将趋大，推动经济结构向高端、绿色、低碳、节能方向发展。 

在上述背景下，建筑业企业未来会在传统市政工程项目的基础上，积极拓展

城镇综合开发、水环境综合治理等新型 PPP 项目，积极创新商业模式，在“智慧

城市”相关建设领域上积累经验，同时具备较强的投融资能力、建设能力、运营

能力的企业将获得更多市场份额。 

2、发行人经营情况概述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326,183.35 万元，较去年同期提高 28.54%。

其中：施工工程项目营业收入 303,844.63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59,658.85 万元，

增加 24.43%；沥青砼及相关产品销售收入 21,110.46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2,528.00 万元，增加 145.97%。本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由于本期在

建项目实现的工作量多于上年同期以及本期沥青砼销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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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发行人发生营业成本 285,116.0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69,669.79

万元，增加 32.34%。其中：施工工程项目营业成本 265,931.70 万元，较上年同

期增加 58,600.22 万元，增加 28.26%；沥青砼及相关产品销售成本 18,652.23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1,037.10 万元，增加 144.94%。主要原因是本期在建项目

实现的工作量多于上年同期及沥青砼销量增加。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 

分行业情况 

施工工

程项目 
3,038,446,334.03 2,659,317,019.57 12.48 24.43 28.26 

减少2.61

个百分点 

沥青砼

及相关

产品销

售 

211,104,557.17 186,522,306.01 11.64 145.97 144.94 
增加0.37

个百分点 

环保业

务 
4,791,265.94 3,119,621.22 34.89 58.91 41.34 

增加8.10

个百分点 

合计 3,254,342,157.14 2,848,958,946.80 12.46 28.59 32.41 
减少2.52

个百分 

分地区情况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 

上海地

区 
2,772,407,147.33 2,396,088,573.32 13.57 18.90 21.06 

减少1.54

个百分点 

非上海

地区 
481,935,009.81 452,870,373.48 6.03 142.15 162.73 

减少7.36

个百分点 

合计 3,254,342,157.14 2,848,958,946.80 12.46 28.59 32.41 
减少2.52

个百分点 

三、 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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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11,177,820,837.66 11,085,595,075.72 

负债合计 5,398,470,378.19 5,592,528,102.45 

少数股东权益 255,803,206.34 228,076,666.1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5,523,547,253.13 5,264,990,307.14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3,261,833,528.99 2,537,631,599.62 

营业利润 470,167,052.20 530,689,619.76 

利润总额 486,291,786.44 530,866,619.05 

净利润 390,392,430.05 403,793,673.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356,727.21 359,112,257.83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3,223,215.18 -124,493,617.7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864,847.60 3,398,543,691.1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0,612,012.62 -3,163,026,089.91 

发行人 2017 年末资产总额为 1,117,782.08 万元，其中流动资产占资产总额

的比重为 77.76%，公司流动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存货和其他流动资产构成，

亿元，占资产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16.17%、20.06%及 32.27%；非流动资产主要由

长期应收款、长期股权投资、在建工程和无形资产等构成。2017 年末资产总额

较上年末增加 0.83%，总体保持平稳趋势。发行人 2017 年负债总额为 539,847.04

万元，发行人负债以流动负债为主，2017 年末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为

78.04%。公司流动负债主要由应付账款和预收款项等构成，分别占负债总额的

50.23%和 21.38%，其中，应付账款主要由分包款和材料款构成；预收款项主要为

预收工程款。公司非流动负债主要为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分别占负债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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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9%和 18.25%。2017 年末负债总额较上年末减少 3.47%，总体保持平稳趋势。

2016-2017 年末，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分别为 526,499.03 万元和

552,354.73 万元，报告期内变化较小。 

2017 年度发行人完成营业收入 326,183.3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72,420.19

万元，增加 28.54%，主要是由于本期在建项目实现的工作量多于上年同期以及

本期沥青砼销量增加所致。2017 年度发行人发生营业成本 285,116.00 万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69,669.79 万元，增加 32.34%，主要原因是本期在建项目实现的工

作量多于上年同期及沥青砼销量增加，成本随着收入规模上升同步增加。2017

年度发行人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135.67 万元，较上年同期

35,911.23 万元增加 1,224.44 万元，同比上升 3.41%，本期业绩上升的原因主要是

本期在建项目的工作量多于上年同期以及本期财务费用少于上年同期。 

2017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322.32 万元，较上年同期

增加 47,771.68 万元，主要是本期收到的工程款较上年同期增加。2017 年度发行

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486.48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25,367.88 万

元，主要是本期结构性存款投资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43,000.00 万元，本期收到

的 BT 项目回购款比上年同期减少 246,002.55 万元，本期 BT、PPP 项目投资支

出比上年同期增加 42,888.63 万元。2017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42,061.20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74,241.41 万元，主要是本期取得借款较

上年同期减少 125,040.00 万元，本期归还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250,000.00 万元，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 25,598.05 万元，同时上

年同期子公司减资向少数股东支付减资款 126,0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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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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桥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

行人、国泰君安证券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金桥支行也已按照相关规定签

署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2 亿元，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

已于 2017 年 3 月 2 日汇入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将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保障公司正常经营的顺利进行。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的“17浦建 01”募集资金共计

19,900.00 万元已全部使用完毕。主要用于支付工程款等补充营运资金事项，与

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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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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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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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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公司债券本次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7 年 2 月 28 日。本期

公司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2 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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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0年 2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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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公司债券已于 2018年 2月 28日支付一期债券利息。 

二、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17 年内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了本期债券

的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http://quote.cfi.cn/quote_0009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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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

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和《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当公司在未能按时偿付本期

债券本金或利息期间，承诺将采取以下措施，切实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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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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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28 日出具的《上

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17 浦建 01 及 18 浦建 01 跟踪评级报告》，上海新

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通过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公司

债券进行跟踪评级，确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

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作为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

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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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 

二、 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 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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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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未发生需披露的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