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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

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重工”、“发行人”或“公司”）对外

公布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中信证券对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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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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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ITIC HEAVY INDUSTRIES CO.,LTD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2 年 10 月 16 日，发行人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2012 年 11 月 2 日，发行人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董事会决议公告和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分别刊登在 2012 年 10 月 18 日、2012

年 11 月 3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证所网站。 

经中国证监会 2013 年 1 月 6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3]5 号”文核准，中

信重工获准于境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3 年 1 月 25 日至 2013 年 1 月 29 日，中信重工成功发行人民币 18 亿元

公司债券。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

“本期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品种一为5年期品种，简称“12重工01”，债券代码 122220；

品种二为 7 年期品种，简称“12 重工 02”，债券代码 122221。  

3. 发行规模：人民币 18 亿元，其中品种一发行规模为 12 亿元，品种二为 6

亿元。 

4.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率询价

结果在预设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5 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为 4.85%，7 年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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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票面利率为 5.20%。 

6.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 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期债券分为 5 年期和 7 年期两个品种。其中，5 年期品

种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

售选择权；7 年期品种附第 5 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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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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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债权登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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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兑付日

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

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9. 起息日：2013 年 1 月 25 日。 

10. 付息日期：（1）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6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前述日期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

息）；（2）本期债券 7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

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 兑付日期：（1）本期债券 5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 月 25 日，若发

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2016 年 1 月 25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

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2）本期债券 7 年期品种的

兑付日为 2020 年 1 月 25 日，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1 月 25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

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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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

相关规定办理。 

13.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4.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 

15. 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评

将于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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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证评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

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16.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重工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  

17. 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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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严格按照《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中的约定，对发行人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

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

定义务，积极行使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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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系经中国中信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集团”）《关于同意中信重

型机械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批复》（中信计字[2007]113 号）及财政部《关于

中信重型机械公司实施股份制改造的批复》（财金函[2007]218 号）批复同意，

由中信集团对中信重型机械公司进行分立式重组改制，并由中信集团、中信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投资”）、中信汽车公司（以下简称“中信汽

车”）以及洛阳市经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经投”）于 2008 年 1 月

26 日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的出资折合总股本数为

1,288,000,000 股，合计人民币 1,288,000,000 元。股权结构如下： 

发起人 股本（股） 股本比例 股权性质 

中信集团 1,118,315,048 86.83% 国有法人股 

中信投资控股 84,842,476 6.59% 国有法人股 

中信汽车 42,421,238 3.29% 国有法人股 

洛阳经投 42,421,238 3.29% 国有法人股 

合计 1,288,000,000 100% - 

经发行人 2011年 1月 2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并经财政部《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利润转增

股本有关问题的批复》（财金函[2011]11 号）批复同意，发行人以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未分配利润中的 767,000,000 元转增公司股本，转增后完成后发行人

总股本为 2,055,000,000 股，合计人民币 2,055,000,000 元。发行人于 2011 年 3

月 10 日完成本次转增的工商登记。股权结构如下： 

发起人 股本（股） 股本比例 股权性质 

中信集团 1,784,268,187 86.83% 国有法人股 

中信投资控股 135,365,907 6.59% 国有法人股 

中信汽车 67,682,953 3.29% 国有法人股 

洛阳经投 67,682,953 3.29% 国有法人股 

合计 2,055,000,0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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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631 号文核准，发行人于 2012 年 7 月 2 日以

每股 4.67 元公开发行 685,000,000 股 A 股。本次 A 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319,895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08,557 万元，所发行股票已于 2012 年

7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为

2,740,000,000 股，合计人民币 2,740,000,000 元。发行人已于 2012 年 8 月 1 日

完成发行上市的工商登变更登记。 

中信重工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2015 年 8 月 17 日，中信重工发布《2014 年度利润分配及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其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股本

2,740,0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5 元（含税），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共计转增 1,370,000,000 股，本次

分配实施后发行人总股本变更为 4,110,000,000 股。 

中信重工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

唐山开诚 80%的股权（其中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唐山开

诚 30%的股权，以支付现金对价人民币 53,000 万元的方式收购交易对方合计持

有的唐山开诚 50%的股权），同时拟向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不超过 10 名其他

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资金规模不超过本次拟购买资

产交易价格的 100%，用于支付本次股权收购的现金对价和补充唐山开诚的营

运资金。2015 年 5 月 6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预案及其相关议案；2015 年 8 月 25 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次交易的具体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2015 年 8 月 28 日，发行人收到

财政部《关于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唐山开诚电控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80%股权有关事宜的批复》（财金函[2015]126 号），财政部同意发行人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2015 年 9 月 6 日，发行人收

到商务部反垄断局出具的《不实施进一步审查通知》；2015 年 9 月 11 日，发行

人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2015 年 12 月 7 日，发行人

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向许开成等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812 号），核准本次交易。2016

年 1 月 26 日，发行人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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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发的《营业执照》，发行人注册资本（股本）由人民币 4,110,000,000 元变更

为人民币 4,339,419,293 元。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2018年，面对国内外极为复杂而深刻的形势变化，中信重工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保持发展定力，坚守做强做优做精先进装备制造

业的战略定位，坚持“传统动能+新动能”双轮驱动，坚持实施“5+1”产业化经

营，高度聚焦三大核心工作，深入推进三项改革，全面启动三大工程，在推动经

济建设和党的建设两个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取得了新的突破，创造了新的业绩。 

2018年，中信重工实现营业收入52.01亿元，同比增长12.55%；实现利润总

额2.02亿元，同比增长80.43%；实现净利润1.51亿元，同比增长129.04%；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亿元，同比增长238.93%；实现经营活动现金

流净额7.24亿元，各项指标保持行业领先。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额 19,658,974,074.82 19,738,465,401.27 -0.40% 

负债总额 12,305,760,183.62 12,428,029,459.36 -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7,158,155,694.07 7,148,146,507.61 0.14%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53,213,891.20 7,310,435,941.91 0.59%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196.59亿元，较年初减少0.40%；

负债总额为123.06亿元，较年初减少0.9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为71.58亿元，较年初增加0.14%。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增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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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增减率（%） 

营业收入 5,200,537,403.55 4,620,579,934.31 12.55% 

营业利润 174,112,309.40 90,470,581.32 92.45% 

利润总额 202,491,625.09 112,228,825.96 80.43% 

净利润 151,076,945.28 65,961,327.56 129.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06,159,704.81 31,321,979.24 238.93% 

2018年，中信重工实现营业收入52.01亿元，同比增长12.55%；实现利润总

额2.02亿元，同比增长80.43%；实现净利润1.51亿元，同比增长129.04%，其中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06亿元，同比增长238.9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4,221,528.89 770,582,294.68 -6.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4,583,290.95 -449,704,357.17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8,774,068.40 -770,571,192.95 不适用 

2018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表现为净流入，发行人实现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24亿元，同比降低6.02%，主要是因为经营活动

支出增加导致；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95亿元，较上年净流入

增加7.44亿元，主要是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表现为净流出7.69亿元，上年同期为净流出7.71亿元，主要是因

为发行人降低了有息负债，偿还银行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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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 [2013]5号文批准，于2013年1月25

日至2013年1月29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18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净款项已于2013年1月30日汇入

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1对网

上认购资金情况出具编号为“京永验字（2013）第21003号”的验资报告；对网

下配售认购资金情况出具编号为“京永验字（2013）21004号”的验资报告；对

募集金到位情况出具编号为“京永验字（2013）第21002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2013年1月23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相关内容，发行

人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拟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调整公司债

务结构。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净额于2013年1月30日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账户。经核查，

发行人募集资金账户内款项分别于2013年2月1日、16日偿还银行贷款，本期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已于2013年2月16日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全部使用完毕。 

                                                 

1 根据发行人 2014 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关于所聘会计师事务所转制更名的公告》，北京永拓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已完成特殊普通合伙转制的相关工作，转制后名称由“北京永拓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已取得财政部、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本次变更仅为名称变更，该会计

师事务所主体、经营范围未发生变更，不属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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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期债券利息偿付及本金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5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月25日，若发行人行

使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年至2016年每年的1月25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7年期品种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20年每年的1月25日，若行人行使

赎回选择权，或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赎回或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4年至2018年每年的1月25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

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发行人于2016年1月25日行使“12重工01”赎回选择权，将本期公司债券5

年期品种全部赎回。发行人于2016年1月25日支付了2016年1月20日登记在册的公

司债券本息，本期公司债券5年期品种于2016年1月25日摘牌。 

根据公司于2013年1月23日披露的《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12重

工02”的债券持有人可在回售申报日（2017年12月14日、2017年12月15日、2017

年12月18日）对其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2重工02”债券申报回售，回售价格为

债券面值（100元/张）。公司于2017年12月9日披露了《中信重工关于“12重工02”

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不调整的公告》（编号：临2017-083）和《中信重工关于“12

重工02”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编号：临2017-084），并于2017年12月14日、12

月15日、12月18日分别披露了《中信重工关于“12重工02”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

次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17-087）、《中信重工关于“12重工02”公司债券回

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17-088）、《中信重工关于“12重工02”公

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17-090）。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2重工02”公司债券本次

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473,619手，回售金额为473,619,000元（不含利息）。公司已

于2018年1月25日完成回售资金发放，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2重工02”债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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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为126,381手（一手为10张）。 

发行人已于2016年1月25日向2016年1月22日登记在册的“12重工02”持有人

支付2015年1月25日至2016年1月24日期间的利息。 

发行人已于2017年1月25日向2017年1月24日登记在册的“12重工02”持有人

支付2016年1月25日至2017年1月24日期间的利息。 

发行人已于2018年1月25日向2018年1月24日登记在册的“12重工02”持有人

支付2017年1月25日至2018年1月24日期间的利息。 

发行人已于2019年1月25日向2019年1月24日登记在册的“12重工02”持有人

支付2018年1月25日至2019年1月24日期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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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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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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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中诚信证评评级于 

2012年完成了对本期债券的初次评级。根据《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2 年

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评级制度相关规定， 自

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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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诚信证评将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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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期限内，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级别的

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

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证评于2018年5月21日出具了关于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发

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中诚信证评将于近期根据发行人2018年年度报告，出具本期公司债券的跟踪

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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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8年，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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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2016年5月，发行人子公司洛阳矿山机械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矿研院”）与客户D签订了设备制造采购、建筑安装工程、工程设计及

技术服务等总包合同及补充协议，合同总金额22,883万元。 

2016年9月客户D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银行”）

签订了金额20,400万元固定资产贷款合同，贷款合同期限为八年。建设银行以贷

款的方式为客户D提供资金，客户D以其土地抵押、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借款人

承诺函及个人连带责任保证向建设银行提供担保，发行人子公司矿研院在客户D

未依贷款合同约定偿付贷款时承担保证责任，客户股东以股权质押向矿研院承担

的保证责任提供担保。该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16年8月23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贷款合同在执行中，无违约情况。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1年12月，发行人与A公司签订《关于**项目之合同能源管理合同》及《关

于项目建设上网电价的补充协议》等合同；B公司承诺其对A公司不能向发行人

支付效益分享款时，承担相应的连带保证责任。发行人2018年1月18日针对该等

合同提出《仲裁申请书》，请求A公司支付节能效益分享款及相应滞纳金，以及

项目延期产生的额外资金成本，请求B公司对A公司按照承诺承担相应的连带保

证责任。该案件获郑州仲裁委员会受理。A 公司于2018年3月9日向郑州仲裁委

员会提交《反请求申请书》，请求仲裁解除与发行人原合同并要求发行人向其支

付工期延误违约金。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该案件正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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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当事人 

2018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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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