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第二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补充通知 

特别提示： 

1、根据《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债券持有人

会议对表决事项作出决议，经超过持有各期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

的债券持有人同意方可生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全体本次

公司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出席会议但明示表达不同意见

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持有无表决权的本次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

议通过后受让本次公司债券的持有人，下同）均有同等效力和约束力。 

3、如进行参会登记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各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未超过各期未

偿还债券面值总额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则召集人可就此发出补充会议通知，延

期至参会登记人数所持未偿还债券面值达到各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二分之一后召

开该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另行公告会议的召开日期。 

4、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领取了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的新《营业执照》，由“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更名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变更后，公司法律主体未发生变化，公司名称变更前以“银亿房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名义开展的合作继续有效，债权债务关系、签署的合同不受名称变更的

影响，仍将按约定的内容履行。因此，本通知中所有“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与“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同等含义。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就召集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持有人

会议”）相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新增临时议案 

鉴于“15 银亿 01”债券已构成实质违约，根据“15 银亿 01”债券持有人要求，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提出临时会议议案如下： 

临时议案 1：《关于要求发行人披露截至目前“15 银亿 01”的偿还资金来源，

并每周披露相关偿债资金进展情况的议案》 

临时议案 2：《关于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15 银亿 01”无条件提供增信措

施的议案》 

二、新增临时议案后的全部会议议案 

议案 1：《关于同意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15 银亿 01”提供增信措施的议案》 

议案 2：《关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15 银亿 01”未回售部分提供增信措施并

提请债券持有人取消加速到期的议案》 

议案 3：《关于要求发行人披露截至目前“15 银亿 01”的偿还资金来源，并每

周披露相关偿债资金进展情况的议案》 

议案 4：《关于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15 银亿 01”无条件提供增信措施的

议案》 

特别提示： 

受托管理人已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发布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银

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除本补充通知另有规定外，未涉及部分仍以受托管理人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发

布的《会议通知》为准。会议通知内容若有变更，会议召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将以公告方式在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日前发出补充通知。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通知。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2019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补充通知》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019 1 31



附件一：会议议案 

议案 1：《关于同意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15 银亿 01”提供增信措施的议案》 

关于同意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15 银亿 01”  

提供增信措施的议案 

鉴于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等四只债券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关于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等为

“15 银亿 01”、“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债券提供增信措施的

议案》、《关于要求发行人披露为“16 银亿 04”、“16 银亿 05”、“16 银亿 07”提供增

信措施的财产清单的议案》获债券持有人表决通过，根据会议决议，发行人已于会

议召开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披露了增信措施的财产清

单。 

经梳理，公司拟将对舟山项目公司 8.33%（对应 17%的全部股东权益）的股权

及全部债权投入、沈阳项目公司 50%的股权及全部债权投入、象山项目公司 100%

股权以及上述项目的全部收益用于 18 亿公司债的质押增信。三项目合计投入 18.54

亿（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账面价值计量），加之质押阶段的预期收益，可足够覆

盖“15 银亿 01”、“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的本金及利息。前

述质押增信将按照各期债券占全部 18 亿公司债券的比例分别质押给“15 银亿 01”、

“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任一张债券享有等额的质押额度和

权利，投资人根据所持债券张数享有对应的质押权。 

本议案审议通过后，发行人将积极落实增信措施，并于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

25 个交易日内签订《质押担保协议》并办理完成抵质押登记手续。 

发行人保证提供增信抵质押的股权、应收账款债权上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担

保或第三人权利等瑕疵，如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第三人权利等瑕疵的，发行

人应另行提供对应金额的其他抵押、质押担保物。 

债券持有人同意授权受托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签订《质押担保



协议》和《债券偿付和解协议》；《质押担保协议》履行期间，因触发协议约定质押

权行使或质押物处置事项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持有人会议形式授权受托管理人根

据《质押担保协议》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通过诉讼等方式行使抵质押权，发行人及

质押人（发行人子公司）不得于任何法律程序中提出异议。 

本议案于 50%以上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表决通过，且发行人与债券持有人达

成债券偿付和解协议时生效。 

以上议案，请“15 银亿 01”债券持有人予以审议。 

  



议案 2：《关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15 银亿 01”未回售部分提供增信措施并提请

债券持有人取消加速到期的议案》 

关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15 银亿 01”未回售部分提供增信措施并提

请债券持有人取消加速到期的议案 

 
鉴于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等四只债券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关于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等为

“15 银亿 01”、“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债券提供增信措施的

议案》、《关于要求发行人披露为“16 银亿 04”、“16 银亿 05”、“16 银亿 07”提供增

信措施的财产清单的议案》获债券持有人表决通过，根据会议决议，发行人已于会

议召开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披露了增信措施的财产清

单。 

经梳理，公司拟将对舟山项目公司 8.33%（对应 17%的全部股东权益）的股权

及全部债权投入、沈阳项目公司 50%的股权及全部债权投入、象山项目公司 100%

股权以及上述项目的全部收益用于 18 亿公司债的质押增信。三项目合计投入 18.54

亿（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账面价值计量），加之质押阶段的预期收益，可足够覆

盖“15 银亿 01”、“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的本金及利息。前

述质押增信将按照各期债券占全部 18 亿公司债券的比例分别质押给“15 银亿 01”、

“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任一张债券享有等额的质押额度和

权利，投资人根据所持债券张数享有对应的质押权。 

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十条“违约责任”第 10.4 项的约定：如果本协议

下的违约事件发生且一直持续五个连续工作日仍未解除，单独或合并持有本期未偿

还债券本金总额 5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以书面方式通

知发行人，宣布所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本金和相应利息，立即到期应付。在宣布加

速清偿后，如果发行人在不违反适用法律规定的前提下采取了以下救济措施，单独

或合并持有本期偿还债券本金总额 5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决



议，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人豁免其违约行为，并取消加速清偿的决定： 

（1）向受托管理人提供保证金，且保证金数额足以支付以下各项金额的总和：

①受托管理人及其代理人和顾问的合理赔偿、费用和开支；②所有迟付的利息及罚

息；③所有到期应付的本金；④适用法律允许范围内就迟延支付的债券本金计算的

复利； 

（2）相关的违约事件已得到救济或被豁免； 

（3）债券持有人会议同意的其他措施。 

基于《关于宣布“15 银亿 01”未回售部分债券及“16 银亿 04”、“16 银亿 05”

和“16 银亿 07”全部债券加速到期的议案》已获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表决通

过，为保障“15 银亿 01”、“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债券本金

和利息的兑付，发行人愿意以上述财产清单中项目公司的股权、债权投入用于本次

18 亿公司债的质押增信，并提请债券持有人取消“15 银亿 01”未回售部分的加速

到期，继续持有债券到期。 

本议案审议通过后，发行人将积极落实增信措施，并于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

25 个交易日内签订《质押担保协议》并办理完成抵质押登记手续。 

发行人保证提供增信抵质押的股权、应收账款债权上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担

保或第三人权利等瑕疵，如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第三人权利等瑕疵的，发行

人应另行提供对应金额的其他抵押、质押担保物。 

债券持有人同意授权受托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签订《质押担保

协议》；若因发行人的原因导致未能按期签订《质押担保协议》及抵质押登记手续的，

本议案自动失效，本期债券自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宣布加速到期议案通

过之日到期应付。《质押担保协议》履行期间，因触发协议约定质押权行使或质押物

处置事项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持有人会议形式授权受托管理人根据《质押担保协

议》代表全体债券持有人通过诉讼等方式行使抵质押权，发行人及质押人（发行人

子公司）不得于任何法律程序中提出异议。 

以上议案，请“15 银亿 01”未回售部分债券持有人予以审议。 



 

议案 3：《关于要求发行人披露截至目前“15 银亿 01”的偿还资金来源，并每周披

露相关偿债资金进展情况的议案》 

关于要求发行人披露截至目前“15 银亿 01”的偿还资金来源，并每周

披露相关偿债资金进展情况的议案 

特提请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要求发行人在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后 10 个工作日内，在符合法律、法

规及上市公司证券监管规则规定的情况下，向债券持有人披露截至目前“15 银亿 01”

的偿还资金来源，并每周披露相关偿债资金进展情况。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议案 4：《关于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15 银亿 01”无条件提供增信措施的议案》 

关于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15 银亿 01” 

无条件提供增信措施的议案 

特提请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鉴于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等四只债券 2019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关于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等为

“15 银亿 01”、“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债券提供增信措施的

议案》、《关于要求发行人披露为“16 银亿 04”、“16 银亿 05”、“16 银亿 07”提供增

信措施的财产清单的议案》获债券持有人表决通过，根据会议决议，发行人已于会

议召开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债券受托管理人、债券持有人披露了增信措施的财产清

单。 

经梳理，公司拟将对舟山项目公司 8.33%（对应 17%的全部股东权益）的股权

及全部债权投入、沈阳项目公司 50%的股权及全部债权投入、象山项目公司 100%

股权以及上述项目的全部收益用于 18 亿公司债的质押增信。三项目合计投入 18.54

亿（以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账面价值计量），加之质押阶段的预期收益，可足够覆

盖“15 银亿 01”、“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的本金及利息。前

述质押增信将按照各期债券占全部 18 亿公司债券的比例分别质押给“15 银亿 01”、

“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任一张债券享有等额的质押额度和

权利，投资人根据所持债券张数享有对应的质押权。 

本议案审议通过后，发行人将积极落实增信措施，并于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签订《质押担保协议》并办理完成抵质押登记手续。 

发行人保证提供增信抵质押的股权、应收账款债权上不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担

保或第三人权利等瑕疵，如存在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第三人权利等瑕疵的，发行

人应另行提供对应金额的其他抵押、质押担保物。 

债券持有人同意授权受托管理人以自己的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签订《质押担保



协议》；《质押担保协议》履行期间，因触发协议约定质押权行使或质押物处置事项

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持有人会议形式授权受托管理人根据《质押担保协议》代表

全体债券持有人通过诉讼等方式行使抵质押权，发行人及质押人（发行人子公司）

不得于任何法律程序中提出异议。 

以上议案，请予以审议。 



附件二：表决票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等四只债券 2019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15 银亿 01 回售部分，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一张)：               张 

表决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关于同意发行人及其关联方

为“15 银亿 01”提供增信措施的议

案》 

   

议案 3：《关于要求发行人披露截至目

前“15 银亿 01”的偿还资金来源，并

每周披露相关偿债资金进展情况的议

案》 

   

议案 4：《关于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

为“15 银亿 01”无条件提供增信措施

的议案》 

   

 

□15 银亿 01 未回售部分，持有债券张数（面值 100 元为一张）：张 

表决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关于同意发行人及其关联方

为“15 银亿 01”提供增信措施的议

案》 

   

议案 2：《关于发行人及其关联方为

“15 银亿 01”未回售部分提供增信措
   



施并提请债券持有人取消加速到期的

议案》 

议案 3：《关于要求发行人披露截至目

前“15 银亿 01”的偿还资金来源，并

每周披露相关偿债资金进展情况的议

案》 

   

议案 4：《关于要求发行人及其关联方

为“15 银亿 01”无条件提供增信措施

的议案》 

   

 

债券持有人签名/公章： 

债券持有人证券账号： 

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签名： 

 

表决说明： 

1、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在相应栏内画“√”，并且对同一

项议案只能表示一项意见； 

2、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

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3、议案 2 仅限于“15 银亿 01”未回售部分债券持有人表决。“15 银亿 01”回

售部分债券持有人对议案 2 无表决权。 

4、针对“15 银亿 01”回售部分债券持有人，议案 1 与议案 4 为互斥议案，如

议案 1 与议案 4 同时投“同意”票，则视为“弃权”。 

5、针对“15 银亿 01”未回售部分债券持有人，议案 4、议案 1、议案 2 为互

斥议案，上述三个议案里，任一议案投“同意”的前提下，其他议案不可同时投

“同意”，否则视为“弃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