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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或“我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雏鹰农牧”、“发行人”或

“公司”）对外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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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

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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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吴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吴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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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4雏鹰债”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或“14雏

鹰债”）。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于2013年12月31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3】1671号”文核准，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80,000万元的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简称为“14雏鹰债”，代码为

112209。

（四）发行主体

本期债券的发行主体为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

（六）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80,000万元，扣除2014年8月投资者回售的债券，存

续债券面值总额为79,778.70万元。

（七）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八）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8.80%。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

若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其存续期限后2年票面

利率为存续期限前3年票面利率加上上调基点，在其存续期限后2年固定不变；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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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其存续期限后2年票

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九）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1、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2、起息日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4年6月26日。

3、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5年至2019年每年的6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若投资人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5年至2017年每年的6月2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年度付息款项自付

息日起不另行计息）。

4、兑付日

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19年6月26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应兑付债券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若投资人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2017年6月26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应兑付债券本金自兑付日起不

另计利息）。

5、计息期限

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4年6月26日至2019年6月26日止，若投资人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4年6月26日至2017年6月26日止。

（十）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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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十一）信用评级情况

1、本期债券发行时的信用评级情况

2013年7月，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出具了《雏鹰

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及《信用等级公告》（联合

评字[2013] 052号），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

级为AA。

2014年5月，联合评级出具了更新后的《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报告》，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期公司

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跟踪评级情况

联合评级于2015年6月23日出具了本期公司债券2015年跟踪评级报告，确认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联合评级于2016年6月21日出具了本期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评级报告，确认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联合评级于2017年6月23日出具了本期公司债券2017年跟踪评级报告，确认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联合评级于2018年7月26日延期出具了本期公司债券2018年跟踪评级报告，

确认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负面”，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

级为AA-。

联合评级于2018年8月13日出具了《关于下调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其发行的“14雏鹰债”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确认发行人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评级展望为“负面”，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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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评级于2018年9月7日出具了《关于下调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及其发行的“14雏鹰债”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确认发行人主

体长期信用等级为BBB，评级展望为“负面”，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BBB。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三）募集资金用途

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募集资金中20,000万元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优

化公司债务结构；其余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公司资金状况。

（十四）本期债券上市前投资者回售情况

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2014年6月26日，2014年6月27日发行完毕，其中网上

发行时间为2014年6月26日，网下发行时间为2014年6月26日、2014年6月27日。

在2014年6月26日网上发行过程中，有61名个人投资者认购了本次债券

23,850张，票面金额合计2,385,000元。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本次债券评

级为AA-级，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2年修订）》（深

证上[2012]156号）第2.3条关于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

平台同时挂牌的上市条件，只能在综合协议平台挂牌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债券大宗交易的最低限额为单

笔现货交易数量不低于5,000张或交易金额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债券大宗交易

单笔现货交易数量低于5,000张且交易金额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债券份额在协议

平台无法卖出。

有鉴于此，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经公司2014年7月7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以及2014年7月23日召开的2014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

议审议通过，为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拟对认购本次债券数量低于5,000张即认

购金额低于50万元人民币的债券持有人，授予一次向公司回售其所认购的本次债

券的权利。

2014年8月5日，公司完成了本次债券回售工作，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向申报回售的投资者支付了本金及利息，同时对回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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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0张债券办理了注销，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数量为7,977,870张。

（十五）本期债券上市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4]313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2014年9月10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本期债券简称“14雏鹰债”，

上市代码为“112209”。本期债券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不在除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十六）本期债券上市后投资者回售情况

公司于2017年5月11日、5月12日、5月13日分别披露了《雏鹰农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14雏鹰债”票面利率调整暨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

公告》（详见公告：2017-032）、《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雏鹰债”

票面利率调整暨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告：

2017-033）、《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雏鹰债”票面利率调整暨投资

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详见公告：2017-034）。投资者可在回

售申报期内选择将持有的“14雏鹰债”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

100元/张，“14雏鹰债”的回售申报期为2017年5月11日、12日、15日、16日及17

日。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回售资金到账日为2017年6月26

日，投资者回售部分债券享有2016年6月26日至2017年6月25日期间利息。

2017年6月2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14雏鹰债”投资者回售结果公告》（详

见公告：2017-056）。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14雏鹰债”的回售数量为0张，回售金额为0元，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剩余托管数量7,977,870张。

（十七）本次债券上市后停牌情况

2018年8月3日，雏鹰农牧发布了《关于“14雏鹰债”停牌的公告》（详见公告：

2018-089），依据该公告，本期债券于2018年8月6日开市起停牌。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期债券存续数量为 7,977,870张，债券总额为人民

币 797,787,000元，本期债券尚未复牌。

二、本次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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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对相关重大事项

报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新增轮候冻结的事宜

2018年 8月 16日，雏鹰农牧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新增轮候冻结的公

告》（详见公告：2018-098），依据该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新增轮

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

（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侯建芳 是

1,260,341,189 2018年 8月 15日 36个月

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

院

100%

1,260,341,189 2018年 8月 15日 36个月

三门峡市

陕州区人

民法院

100%

1,260,341,189 2018年 8月 15日 36个月

三门峡市

陕州区人

民法院

100%

1,260,341,189 2018年 8月 15日 36个月

三门峡市

陕州区人

民法院

100%

1,260,341,189 2018年 8月 15日 36个月

三门峡市

陕州区人

民法院

100%

2018年 8月 23日，雏鹰农牧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新增轮候冻结的公

告》（详见公告：2018-100），依据该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新增轮

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

（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侯建芳 是 1,260,341,189 2018年 8月 21日 36个月

河南省郑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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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9月 4日，雏鹰农牧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新增轮候冻结的公

告》（详见公告：2018-106），依据该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新增轮

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

（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侯建芳 是 1,260,341,189 2018年 9月 3日 36个月

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

法院

100%

2018年 9月 11日，雏鹰农牧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新增轮候冻结的公

告》（详见公告：2018-110），依据该公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新增轮

候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轮候冻结股数

（股）
委托日期 轮候期限 轮候机关

本次冻结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侯建芳 是 1,260,341,189 2018年 9月 10日 36个月

深圳市福

田区人民

法院

100%

侯建芳 是 1,260,341,191 2018年 9月 10日 36个月
卢氏县人

民法院
100%

截至 2018年 9月 11日，侯建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60,341,191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40.20%，累计被冻结的股份为 1,260,341,18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20%。

（二）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2018年 9月 7日，联合评级出具了《关于下调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及其发行的“14雏鹰债”公司债券信用等级的公告》；同日，

雏鹰农牧发布了《关于主体与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的公告》（详见公告：

2018-0109），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由 A 调整为 BBB，评级展望为负面，“14

雏鹰债”的债项信用等级由 A调整为 BBB。依据上述公告，评级机构进行评级调

整的原因为：

受“猪周期”影响，2018 年二季度，生猪出栏价格继续下行，生猪养殖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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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全面亏损状态；2018年三季度，生猪出栏价格有所回升，但仍处低位；2018

年 8月，国内多地发生“非洲猪瘟”疫情，生猪养殖行业正经历周期性低谷叠加疫

病冲击的特殊时刻。

根据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截至 2018年 6月底，公司资产负债率 73.50%，

较上年底增加 1.69个百分点，全部债务资本化比率 68.75%；流动比率为 0.93倍，

速动比率为 0.82倍；归母所有者权益 44.02亿元，较上年底下降 11.32%；非受

限现金类资产 8.15亿元，较上年底下降 20.18%；有息债务规模 145.42亿元，其

中短期债务 113.92亿元，短期债务规模较上年底（72.59亿元）大幅增长。公司

债务结构失衡，现金类资产对短期债务覆盖不足，短期偿债压力很大。

2018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50亿元，同比下降 2.87%；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9亿元，同比转亏；同期，经营性净现金流量 4.32亿元；

公司盈利能力明显下降。根据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告，2018年 1~9月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5.70~-6.30亿元，亏损规模未来将进一步扩大。

根据公司 2018年 8月 7日提供的人民银行企业信用报告，公司己发生 7笔

欠息，余额合计 515.00万元；不良类贷款 1 笔，余额 9,679.83万元。根据公司

2018年 8月 31日提供的人民银行企业信用报告（中证码：4101010000076187)，

公司未结清信贷信息中不良类贷款 1 笔，余额 9,679.83 万元；欠息 8 笔，余额

537.77万元。

此外，公司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和引入战略投资人等应对措施尚在推进中，存

在不确定性；实际控制人股票被司法冻结；融资及再融资难度加大、资金链紧张

的局面未能得到缓解。

综合上述因素，联合评级决定将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BBB”，

评级展望为“负面”；同时将“14雏鹰债”的信用等级由“A”下调至“BBB”。

（三）公司收到 2018年半年报的问询函

2018年 9月 6日，雏鹰农牧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雏鹰农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8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半年报问询函【2018】第 12号）。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雏鹰农牧尚未对 2018年半年报的问询函予以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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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管理人将积极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投资者请积极关注公司后续

公告。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东吴证券作为“14 雏鹰债”的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及其对

发行人偿本付息的影响，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

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并提醒投资人

查阅发行人有关公告详细信息，关注相关风险。前述事项相关公告可在巨潮资讯

网上下载并查阅。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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