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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嘉

化能源”）对外公布的《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等相

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浙商证券提

供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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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浙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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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绿色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监会[2016]998 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公开发

行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含 8 亿元）的绿色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本期公司债券”或“本期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G16 嘉化 1，债券代码：136445。 

四、发行主体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债券存续期第 3 年末附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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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 

七、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4.78%。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固定不变。如

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票面年利率

为债券存续期限前3年票面年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2年固定不变。

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 年票

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债券按年计息，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6 年 5 月 23 日。本期债券

的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若投资者未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2017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的 5 月 23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2017年至 2019年间每年的 5月 23日为回售部分债券的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1 年 5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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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3 日。 

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2021 年 5 月 23 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本期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1 交易日，到期本息的债权登

记日为到期日前 3 个交易日。在债权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或本金。本期债券的付息和本金兑付工作

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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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十、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

用等级为 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十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浙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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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中文名称：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管建忠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432,730,543 元 

实缴资本： 人民币 1,432,730,543 元 

成立日期： 1998 年 04 月 03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乍浦滨海大道 2288 号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乍浦滨海大道 2288 号 

邮政编码： 314201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马现华 

公司电话： 0573-85585166 

公司传真： 0573-85585033 

所属行业：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经营范围： 

化学危险品的生产（范围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8 

年 1 月 12 日），危险化学品的批发（储存、直拨直销）（范围详

见《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6 年 5月 14日），移

动式压力容器充装（凭有效许可证经营）。发电服务，供热服务，

实业投资，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制造与销售，塑料制品、针纺织品、

机械设备、自动化控制仪表、五金电器、钢材、机电设备、建筑

材料、日用百货、工业用脱盐水及其它工业用水、粉煤灰、煤渣、

脱硫石膏的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气瓶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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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463411432 

根据中国证监会于 2012年 10 月 26日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发行人属于 C26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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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制造和销售蒸汽、氯碱、脂肪醇（酸）、磺化医药系列产品（含邻

对位系列产品）以及硫酸系列产品，全资子公司经营港口码头装卸、仓储业务及

新能源发电业务。 

公司是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的核心企业，在园区建立了以化工新材

料为主导，辐射了区内主要企业相关产业链，形成了上下游互利互补的循环经济

运营模式。公司主要以热电联产为核心装置，通过先进高效的透平机组生产的电

和蒸汽，用于公司自身化工装置的生产，氯碱、磺化医药系列产品（含邻对位系

列产品）、脂肪醇、硫酸等化工装置产生的化学产品和物料与园区内其他企业构

成循环供应链。 

公司主要产品辐射在长江三角洲区域，园区内客户企业通过管道输送实现销

售；对于园区外企业，主要产品通过车、船运输实现销售；境外销售主要通过港

口出口到欧洲、印度等市场。 

发行人子公司浙江乍浦美福码头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福码头”）利

用海河联运及区域液体最大化工码头与企业管道相连的优势，通过便捷的陆运和

水运运输，为园区企业提供液体化工和相关原材料的码头装卸及仓储服务。光伏

发电公司是利用太阳能技术发电，电力主要销售给国家电网公司。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在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引导下，供给侧改革继续深化，以绿色环保、

安全生产为前提，公司在循环经济、客户资源和技术环保等方面的竞争优势进一

步显现，保持了稳健的发展。2018 年园区内企业蒸汽销售量保持稳定增长，充

分发挥了公司循环经济的优势；脂肪醇系列产品保持装置满负荷开工，产销量创

新高；氯碱市场整体保持较好发展态势，公司的氯碱产品在园区内拥有稳定的管

道客户，园区外有着多年良好稳定的合作伙伴，市场竞争力强，氯碱装置开工率

和效益保持较高水平；随着公司磺化医药系列产品装置规模和技术升级，新产品

BA 投放市场，磺化医药系列产品中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上升、盈利水平进一步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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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嘉化能源获得中国石油和化工民营企业百强、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

技术领域十强（资源与环境）、安全生产先进集体、2018 年度嘉兴港区纳税贡献

十强企业（特等奖）、2018 年度嘉兴港区新型工业化先进企业等荣誉，美福码头

获得口岸诚信管理先进单位。 

1、2018 年主要经营指标完成情况 

经公司上下共同努力，2018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56.04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11.00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3.5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80 亿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10.04%；实现每股收益为

0.75 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7.14%。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65.41 亿元，比上年末上升 1.14%；资产负债率 19.52%，比上年末下

降 5.47%；利息保障倍数 49.80，比上年同期上升 97.85%。 

2018 年公司实施了现金人民币 5 亿元回购公司股票并予以注销； 

2018 年半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1.25 元（含税）；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1.25 元（含税）。 

2、2018 年主要工作完成情况 

（1）持续提升综合竞争力，再创经营佳绩 

2018 年公司立足于园区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循环经济体系，充分发挥了企

业自身良好的管理优势、环保优势、技术创新、成本和区域优势，保持了稳健增

长。 

蒸汽业务立足于园区，蒸汽销售量稳步增长。全年蒸汽产品销售量较 2017

年增长 6.61%，实现销售收入 131,377.33 万元，较 2017 年增长 8.69%。 

脂肪醇（酸）产品产业链进一步延伸，细分产品行业市场进一步深化，使公

司在国内外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充分发挥了规模及多品种优势，为脂肪醇（酸）

在同行业竞争中取得了主动权，也为公司赢得了更多的合作伙伴。全年脂肪醇（酸）

产品销售量较 2017 年增长 12.58%，实现销售收入 218,024.06 万元，较 2017 年

下降 10.67%，主要原因为原材料价格下降导致销售收入下降。 

氯碱行业整体保持了稳定发展的态势，公司与日本帝人等战略客户长期保持

良好的合作关系，同时进一步优化产品销售区域内客户结构，氯碱开工率处于较

高水平。依托循环经济优势，氯碱的副产品放空氢气得到充分利用，获得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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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全年氯碱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100,106.01 万元，较 2017 年

增长 3.43%。 

随着磺化医药 BA 新产品的投产及 TA 装置投入运行，磺化医药系列产品产

业链进一步延伸，产品附加值得到很大提高，品种更加丰富，巩固了行业龙头地

位。全年磺化医药系列产品实现销售收入 52,455.69 万元，较 2017 年增长 50.20%。 

在国家由经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公司以技术和环保领先

优势，通过循环经济来实现资源、能源的综合开发和高效利用、通过完整的产业

链使公司的各单项产品都能通过配套优势增强各自的市场竞争力，又能通过产品

的聚合效应提升公司的整体效益和综合实力，循环经济和技术创新两大特点带来

了组合优势，公司将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一主线，做好公司的核心业务。 

（2）持续研发创新，磺化医药产业链再获大发展 

公司持续将科技创新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支撑，科技竞争力日益增强，

科技成果产业化成效显著。 

2018 年，自主创新产品 BA 成功实现产业化，为公司磺化医药产业的发展

增添了强大的动力。公司自主研发的磺化医药下游高附加值新产品 BA 成功实现

了工业化的稳定运行，全年 512 吨产品推向市场。 

公司 3.8 万吨 TA 生产装置 2018 年投入运行，不但解决了磺化医药产业的

后续发展瓶颈，也为磺化医药产业下游磺化油、甲砜甲苯、酰胺等系列产品的附

加值提升做好了准备。3.8 万吨 TA 系列衍生新产品已逐步得到下游客户的认可。 

一系列自主创新连续化工艺的实现，实现了公司磺化医药这一核心产业的快

速发展。 

（3）重视安全环保工作，节能减排凸显社会责任感 

2018 年公司未发生重大安全、环保事故。通过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完善

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开展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抓好安全教育等工作，使

企业的安全管理工作有序开展，全年共计投入安全费用 2,230.00 万元。 

公司一直高度重视环保工作，建设实施锅炉烟气超低排放项目，治理有机废

气，以及积极进行废水处理设备技术升级工作，通过优化工艺从源头上减少废水

量，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全年共计投入环保资金 13,716.82 万元。 

公司继续加大节能技术改造，2018 年持续投入并使用高效节能设备，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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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管理网络，建设能源“双控”试点示范企业。 

（4）热电联产产能进一步释放，循环经济产业链进一步完善 

热电联产是嘉化能源的核心业务，热电联产扩建项目中两台 450 吨/时高温

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7 号和 8 号炉）和一台 45 兆瓦高温高压抽汽背压式汽轮

发电机组全年投入运行。由于下游客户项目建设延期，增量蒸汽使用延后，9 号

炉机正在建设中，该项目将进一步完善蒸汽供应等级，使企业具备低压、中压、

次高压及高压的各等级的蒸汽供应能力，满足供热区内各类企业对不同蒸汽等级

的需求，成为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目前园区内冷凝水回收输送给

嘉化能源的有近十家公司，年回水量约 143 万吨，公司通过冷凝水回收项目的实

施，创造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二）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1、分行业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分行业 

2018 年度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能源 1,313,773,271.70 910,435,392.84 30.70 1.95 3.41 -0.98 

化工 4,036,941,969.49 2,862,362,391.03 29.10 0.11 -4.72 3.59  

港口业

务 
136,141,902.35 27,843,520.20 79.55 -13.72 14.34 -5.02  

光伏发
电 

72,563,170.79 65,586,243.73 9.61 4.56 26.56 -15.72  

合计 5,559,420,314.33 3,866,227,547.80 30.46 0.20 -2.39 1.84  

2、分产品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分产品 

2018 年度 营业

收入

比上

年增

减（%）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蒸汽 1,313,773,271.70 910,435,392.84 30.70 8.69 13.18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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氯碱 1,001,060,098.61 554,140,423.73 44.64 3.43 5.58 -1.13  

脂肪醇（酸） 2,180,240,577.04 1,922,389,186.02 11.83 -10.67 -10.91 0.24  

硫酸（总酸

量） 
96,780,671.64 65,376,789.59 32.45 20.87 23.69 -1.54 

磺化医药系

列产品 
524,556,899.61 209,433,429.33 60.07 50.20 17.33 11.19 

氢气 34,876,504.03 2,102,993.91 93.97 -6.67 -10.11 0.23  

装卸及相关 136,141,902.35 27,843,520.20 79.55 -13.44 16.37 -5.24  

光伏发电 72,563,170.79 65,586,243.73 9.61 4.56 26.56 -15.72 

其他 199,427,218.56 108,919,568.45 45.38 -16.07 -33.60 14.42  

合计 5,559,420,314.33 3,866,227,547.80 30.46 0.20 -2.39 1.84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总

资产为 814,950.60 万元，较 2017 年末减少 5.70%；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合计为 654,073.25 万元，较 2017 年末增长 1.14%。 

2018 年度，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60,376.26 万元，同比增长 0.50%；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0,017.83 万元，同比增长 13.59%。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增减变动 

资产合计 8,149,505,964.22 8,642,081,293.21 -5.70% 

负债合计 1,591,025,805.46 2,160,044,891.12 -26.3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

计 
6,540,732,474.65 6,466,869,833.69 1.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6,558,480,158.76 6,482,036,402.09 1.18%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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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变动 

营业收入 5,603,762,607.90 5,576,006,079.31 0.50% 

营业利润 1,292,483,373.56 1,163,296,175.99 11.11% 

利润总额 1,292,249,602.95 1,146,551,426.08 12.71% 

净利润 1,104,119,390.13 971,553,651.44 13.6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00,178,312.41 968,529,145.99 13.59%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741,115,029.13 594,063,084.37 24.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93,863,056.01 -624,937,893.22 -36.9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098,366,751.80 971,153,101.33 -213.10% 

四、发行人资信情况 

（一）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银行授信额度总额为 369,328.00 万元，其中

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55,167.91 万元，未使用额度为 314,160.09 万元。 

（二）对外担保情况 

（1）发行人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行人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为10,000.00万元，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 1.52%。 

（2）发行人对合并范围外公司的担保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无对合并范围外公司的担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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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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998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公开发行了本期公司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 亿元。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6 年 5 月 19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投资公司绿色项目——公司热电联产机组扩建

项目，其中本期债券的 3 亿元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置换公司热电联产机组扩建项目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分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分行的银行

项目贷款。 

2016 年 6 月，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净额已经全部用于置换了热电联产机组扩

建项目的银行项目贷款，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

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 

2018 年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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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绿色项目进展情况和环境效益 

一、绿色项目进展情况 

本期债券的绿色项目为热电联产机组扩建项目，该项目位于嘉兴乍浦开发区

的中国化工新材料（嘉兴）园区内，实施主体为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地点为公司现有厂区内，实施主要内容为扩建 3 台 450 吨/时高温高压循环

流化床锅炉和 2 台 45 兆瓦高温高压抽气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 

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告的《绿色公司债券绿色项目进展及环境

效益 2018 年度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建设完成两 450 吨/时高

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7 号锅炉和 8 号锅炉）和一台 45 兆瓦高温高压抽气背

压式汽轮发电机组（7 号汽轮机），9 号锅炉已于 2018 年内开始施工建设。因园

区内原新增项目延期，8 号汽轮发电机组建设所需新增热负荷的参数和用量仍在

统计，待数据确认后开展选型工作。2018 年的项目进展如下： 

2018 年 1 月 2 日：签署 9 号锅炉的技术协议； 

2018 年 1 月 26 日：签署 9 号锅炉的采购合同； 

2018 年 5 月 29 日：签署 9 号锅炉电动给水泵的采购合同； 

2018 年 7 月 16 日：签署 9 号锅炉的风机采购合同； 

2018 年 7 月 16 日：获得 9 号锅炉机组扩建土建工程的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二、绿色项目环境效益 

根据发行人于 2019 年 3 月 20 日公告的《绿色公司债券绿色项目进展及环境

效益 2018 年度报告》，2018 年内，发行人向乍浦经济开发区共 27 家企业供应蒸

汽，本绿色项目累计年供热 10,426,337.73 吉焦，年供电 16,025.43 万度，所产生

的环境效益见下表： 

绿色项目环境效益指标（单位） 数值 

年节约标准煤量 （吨标煤） 189,04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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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温室气体减排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521,072.74 

年二氧化硫减排量 （吨） 26.70 

年氮氧化物减排量 （吨） 309.66 

注： 
年节约标准煤量：是指项目年供热节约的标准煤量加上年供电节约的标准煤，是根据《热

电联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技术规定》（计基础[2001] 26 号）中技术规定附件 2 《热电联产项

目可行性研究计算方法》 的年节约标准煤量的公式（7-23）计算。 
年温室气体减排量：是指项目年节约的标准煤量所带来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是根据《中

国化工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第五章核算方法的燃料燃烧排

放的公式（2）计算。 
年二氧化硫减排量：是指项目年节约的标准煤量所带来的二氧化硫减排量，是根据《排

污收费制度》 的第四章排污费征收管理（二）废气排污费计算的燃煤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

量计算中的 SO2排放量的公式计算。 
年氮氧化物减排量： 是指项目年节约的标准煤量所带来的氮氧化物减排量， 根据《排

污收费制度》的第四章排污费征收管理（二）废气排污费计算的燃煤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量

计算中的 NOx 排放量的公式计算。 

经测算，从 2018 年 1 月 1 日到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的综合热效率、

单位供热标准煤耗和单位供电标准煤耗均满足《全国工业能效指南（2014 年版）》

第 4 节重点行业产品和工序能效附表 4 重点行业主要产品（工序）能效表的要

求和浙江省热电联产行业准入条件。 

绿色项目环境效益指标 
（单位） 

2018 年指标值 浙江省准入值 
全国工业能效指南

限定值 

综合热效率（%） 86.33 ≥70 55 

单位供热标准煤耗

（kgce/GJ） 
39.20 ≤40.5 42 

单位供电标准煤耗

（gce/kWh） 
163.35 ≤270 400 

注： 
综合热效率（%）：是指项目统计期内供热量与供电量所表征的热量之和与总标准煤耗

量的热量之比，是根据浙江省地方标准《热电联产能效能耗限额标准及计算方法》

（DB33/642-2012）第五章计算方法 5.1 综合热效率的公式（1） 计算。 
单位供热标准煤耗（kgce/GJ）：是指项目统计期内向外供热的单位供热量的标准煤消耗

量，是根据浙江省地方标准《热电联产能效能耗限额标准及计算方法》（DB33/642-2012）第

五章计算方法 5.3 单位供热标准煤耗的公式（3）计算。 
单位供电标准煤耗（gce/kWh）：是指项目统计期内向外供电的单位电量的标准煤消耗量，

是根据浙江省地方标准《热电联产能效能耗限额标准及计算方法》 （DB33/642-2012）第五

章计算方法 5.4 单位供电标准煤耗的公式（4）计算。 

总体而言，本项目的实施基本满足了乍浦经济开发区生产企业的供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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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零散的小锅炉供热转变为集中供热，大大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了区域内的

资源消耗、污染物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有利于节能减排。 

三、绿色项目跟踪鉴证情况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19 年 3 月 19 日出具普

华永道中天特审字（2019）第 1507 号《独立鉴证报告》，认为“基于已实施的程

序及获取的证据，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相信贵公司 2018 年度绿色债

券环境效益报告中所列示的绿色项目七个环境效益指标未能在所有重大方面按

照编报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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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因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涉及减资，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相关规定，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召集人”）

召集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一次“G16 嘉化 1”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关于不要

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本次会议原定于 2018 年 7 月 30

日召开，因拟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债券张数占本期未偿还债券张

数总额的比例未达到二分之一以上，本次会议召集人决定将本次会议延期至

2018 年 8 月 13 日召开。2018 年 8 月 13 日，公司召开了 2018 年第一次“G16 嘉

化 1”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

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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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期债券无内外部增信机制。2018 年度内，本期

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正常执行，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

承诺一致。公司把兑付债券的资金安排纳入公司整体资金计划，以保障存续期内

公司债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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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6 年 5 月 23 日正式起息，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23 日支付

自 2017 年 5 月 23 日至 2018 年 5 月 22 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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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将在发行人 2018 年年度报告公布后 2

个月内出具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

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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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负责处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 2018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度内，发行人董事会秘书

为马现华先生，发生变动情况；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为吕赵震先生，未发生变动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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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2018 年度，浙商证券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及《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法律法

规的要求，以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协议》的约定，积极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包括但不限于持续关注本公司的资信状况、监测本公司是否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对本公司指定专项账户用于本期债券的利息偿付情况进行

监督、召集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等，并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出具了《浙江嘉化能

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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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 

一、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相关当事人 

2018 年度，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三、重大事项 

因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及 9 月 3 日将回购的 9,482,546 股及 51,780,523 股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注销，公司总部本由 1,493,993,612 股减少至

1,432,730,543 股。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公司回购股份并注销不会对公司的经营、

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因此，本次回购不会

对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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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 年度）》之盖章页）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重要声明
	目录
	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二、债券名称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四、发行主体
	五、债券期限
	六、发行规模
	七、债券利率
	八、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九、担保方式
	十、发行时信用级别
	十一、债券受托管理人

	第二章  发行人2018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二、发行人2018年度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二）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三、发行人2018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四、发行人资信情况
	（一）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二）对外担保情况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第四章   绿色项目进展情况和环境效益
	一、绿色项目进展情况
	二、绿色项目环境效益
	三、绿色项目跟踪鉴证情况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第六章 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情况
	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
	第九章   发行人负责处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第十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
	一、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
	二、相关当事人
	三、重大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