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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董事会已批准该上市

公告书，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

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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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申请及相关事项的审查，均不构成对本期债券的价值、收益及兑付作出实质

性判断或任何保证。因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

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机

构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中的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

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

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中的个人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次债券主体评级为 AA+ 级，债项 

评级为 AA+级；本次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截至 2018 年 9月末的总资产合计 500.68

亿元，总负债合计 369.93 亿元，所有者权益合计（合并报表口径）为 130.75 亿

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23.85 亿元，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扣

除代理买卖证券款）为 68.00%，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

为 67.92%；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7.72 亿元（2015

年度、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43,882.94 万

元、46,768.56 万元及 40,890.13 万元的平均值），最近三年平均可分配利润不少

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发行人在本期债券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

定。 

本期债券上市地点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期债券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基本条件。 

本期债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

牌（以下简称“双边挂牌”）上市交易。本次债券上市前，若公司财务状况、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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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本次债券双边挂牌交易，本公司承诺，

若本次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次债券上市前向本公司回售全部

或部分债券认购份额。本次债券上市后的流动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在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本次债券上市时，已与受托管理人就债券终

止上市的后续安排签署协议，约定如果债券终止上市，发行人将委托该受托管理

人提供终止上市后债券的托管、登记等相关服务。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等信息，请仔细阅读《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和《山西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以及巨潮资讯网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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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公司名称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XI SECURITIES CO.,LTD． 

成立时间 1988-07-28 

上市日期 2010-11-15 

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法定代表人 侯巍 

董事会秘书 王怡里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怡里 

信息披露事务联络人 梁颖新 

注册资本 282,872.5153 万元 

注册地址 太原市府西街 69 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东塔楼 

邮政编码 030002 

联系电话 0351-8686668 

传真 0351-8686667 

电子信箱 sxzq@i618.com.cn 

互联网网址 http://www.sxzq.com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

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

务顾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 

 

关于公司的具体信息，请见本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披露的《山西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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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全称 

债券名称：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债券简称：“19山证01” 

债券代码：112851 

二、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10亿元。 

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次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51号”文核准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四、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簿记管理人根

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  

（二）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面向符合《管理办法》规定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开立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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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投资者和合格投资者中的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

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和

合格投资者中的个人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五、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  

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六、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公司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100元，本期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 

七、债券存续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八、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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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根据网

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市场情况确定。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 

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2、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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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  

3、起息日：2019年1月22日。  

4、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2019年1月22日至2022年1月22日。  

5、付息日：2020年至2022年间每年的1月22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6、兑付日：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年1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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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债券信用等级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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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调整债务结构。 

十一、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后已扣除承销费后已由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汇

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内，并经发行人出具了《募集资金到账及责任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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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债券上市核准部门及文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2019〕94 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 2019 年 3 月

5 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双边挂牌交易，证券

简称为“19 山证 01”，证券代码为“112851”。  

二、债券上市托管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的债券登记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登记托管在登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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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50,068,151,564  51,650,852,754 48,057,678,145 48,180,649,011 

负债合计 36,993,428,403  38,387,250,044 35,027,768,841 34,959,389,874 

股东权益合计 13,074,723,161  13,263,602,710 13,029,909,304 13,221,259,137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4,350,787,053  4,392,996,390 2,345,649,721 3,837,327,400 

利润总额 136,574,800  627,702,490 707,651,956 2,003,984,202 

净利润 100,139,770  442,393,947 527,576,019 1,481,369,23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135,485,431 -592,034,904 -913,271,620 3,621,355,865 

投资活动使用的现金

流量净额 
-100,176,706 -171,918,223 -29,846,225 -219,324,62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29,709,441  495,178,781 -9,173,451,783 10,168,287,659 

 

二、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1-9月

/2018年9月末 

2017年度

/2017年末  

2016年度

/2016年末  

2015年度

/2015年

末  

全部债务（亿元） 258.99 242.62 224.04 141.81 

流动比率（倍） 1.54 1.54 1.45 3.25 

速动比率（倍） 1.54 1.52 1.45 3.25 

资产负债率（%） 68.00 66.28 64.47 59.16 

债务资本比率（%） 66.45 64.65 63.23 51.75 

营业利润率（%） 3.19 14.34 29.79 52.03  

总资产报酬率（%） 0.33 1.16 1.53 6.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收益率

（%） 
1.24 3.30 3.76 14.44 

利息保障倍数 1.15 1.59 1.93 2.90 

EBITDA（亿元） 11.05 17.78 15.46 31.36 

EBITDA全部债务比（%） 4.27 7.32 6.90 22.12  

EBITDA利息倍数 1.15 1.66 2.03 2.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4.38 4.42 4.34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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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1-9月

/2018年9月末 

2017年度

/2017年末  

2016年度

/2016年末  

2015年度

/2015年

末  

（元/股）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股） 
-0.75 -0.21 -0.32 1.44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13 -0.10 -3.58 5.39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合并报表口径）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9 号—净资产收

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2010]2 号）的

规定，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如下： 

单位：元/股 

年份  报告期利润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每股收益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2018年1-9月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91% 0.04 0.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0.93% 0.04 0.04 

2017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1% 0.14 0.1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29% 0.14 0.14 

2016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8% 0.17 0.1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75% 0.17 0.17 

2015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93% 0.57 0.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88% 0.57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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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关于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以及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请见公 

司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披露的募集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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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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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评级机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

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评级机构将在本期

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

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

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评级机构将于本期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如有）年

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及报告。此外，自本期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评级机构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

担保主体（如有）以及本期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级别

的重大事件，发行主体应及时通知评级机构并提供相关资料，评级机构将在认

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

踪评级结果。 

评级机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在评级机构网站

（www.ccxr.com.cn）和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不得

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评级机构将

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级别或公告信用级别

暂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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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根据公司与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年公司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聘担任本次债券

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关于债券受托管理人，请见本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披露的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

集说明书》第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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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公司与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山西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关于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

有关情况，请见本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披露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第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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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

来资金需求，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公司 2016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

用于调整债务结构。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 10 亿元，本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用于调整债务结构。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期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拟偿还债务明细如下： 

债务类型 金额（亿元） 到期时间  

收益凭证 32.91 2019-1-10 至 2019-12-31 

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18 山证 01） 20.00 2019-2-6 

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18 山证 02） 10.00 2019-5-10 

转融通 

12.00 2019-2 

10.00 2019-3 

5.00 2019-6 

合计  89.91 - 

本期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核准用途，不用于弥补亏损，发行人不会

违反《证券法》规定，改变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所募资金的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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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 

本期债券的按期足额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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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机构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当事人，请参考本公司于2019年1月17日披露的《山

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第一节 发行概况”之“四、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主承销商及其他承销机构： 

1、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1号华贸中心1号写字楼22层 

法定代表人：侯巍 

项目负责人：赵炤、高飞 

电话：010-5902 6666 

传真：010-5902 6602 

2、分销商：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住所：哈尔滨市香坊区赣水路56号 

法定代表人：赵洪波 

联系人：郭怡曼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8号中融碧玉蓝天大厦35层 

电话：021-6096 39395 

传真：021-6096 3985 

（二）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层 

负责人：李强 

经办律师：林雅娜、曹江玮 

电话：021-5234 1668 

传真：021-5243 3320 

（三）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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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邹俊 

注册会计师：程海良、黄艾舟、马新 

电话：010-8508 5000 

传真：010-8508 5111 

（四）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7号3幢1层C区113室 

法定代表人：闫衍 

经办分析师：郑耀宗、张昕雅 

电话：021-6033 0988 

传真：021-6033 0991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北省石家庄市自强路35号 

法定代表人：翟建强 

联系人：付渊源、王恺麟 

电话：021-6060 9056、021-6060 9055 

传真：021-6060 9007 

（六）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开户名：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五一路支行 

账号：0502122029027307948 

（七）本期债券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 

总经理：王建军 

电话：0755-8866 8888 

（八）本期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22-28楼 

总经理：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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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755-2189 9999 

传真：0755 -2189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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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如下： 

一、发行人2015年、2016年、2017年审计报告及2018年三季度财务报告； 

二、主承销商出具的核查意见； 

三、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评级机构出具的资信评级报告；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六、《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在本期债券发行期内，合格投资者可以至本公司及主承销商处查阅募集说明

书全文及上述备查文件，或访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查阅

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摘要。



 

 

（本页无正文，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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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