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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华业资

本”）对外公告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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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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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一、本次公司债券核准情况  

2015 年 7 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会签发的“证监许可【2015】1739 号”文核准，

公司获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含 15 亿元）的公司

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本期债券”）。本次债券于 2015 年 8 月 7 日发行

完毕，实际发行规模 15 亿元。 

二、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1、发行主体：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3、发行总额：本期发行公司债的规模为 15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发行。 

5、债券期限：本期发行的债券期限为 5 年，含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前三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5.8%。本期债券后二年的票

面利率上调至 8.50%。 

7、债券利率定价流程：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

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次债券发行

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8、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前的第 20 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

变。 

9、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

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



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

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0、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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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8 月 6 日。 

13、利息登记日：本次债券的利息登记日按照上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执行。 

14、付息日期：本期债券存续期间，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6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8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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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本金支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8 月 6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8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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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本

期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17、担保情况及其他增信措施：本期公司债无担保及其他增信措施。 



18、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19、信用评级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

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2018 年 10 月 8 日，联

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下调发行人评级，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降为 BBB-，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降为 BBB-。2018 年 10 月 11 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下

调发行人评级，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降为 CC，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降为

CC。 

20、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

期债券的债券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 

21、发行方式、发行对象与配售规则 

发行方式：具体定价与配售方案参见发行公告。 

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具体参见公告。 

2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

的方式承销。 

23、公司债上市安排：本次公司债券于 2015 年 9 月 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 

24、回售情况：2018 年 8 月 6 日，投资人回售 15 华业债 154,239,000 元。

本次回售后，15 华业债剩余余额 1,345,761,000 元。 

三、本次债券重大事项 

国金证券作为“15 华业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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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披露了《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北京华

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

计报告的专项说明》。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



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

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

计，并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注册会计师对该事项的基本意见： 

1、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华业资本因资金短缺，无法偿还到期债务，涉及众多诉讼，且由于诉讼事项

导致公司及子公司多个银行账户被冻结，所持多个子公司股权、多处房产被冻结，

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管理层计划釆取措施改善经营状况和财务

状况，但是，这些措施可能无法解决公司持续经营的问题，公司的持续经营仍存

在重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对华业资本在持续经

营假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报表是否合理发表意见。 

2、华业资本子公司涉及未经审批的担保事项 

华业资本子公司重庆捷尔公司己收到法院送达的对外担保的诉讼文件，涉及

诉讼本金 171,300.00 万元，经查，该担保未经华业资本董事会审批。 

截至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上述担保诉讼案件除 2 个案件一审法院已作出判

决外其他案件尚处于审理阶段。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判断华业

资本是否还存在其他潜在纠纷，以及前述担保事项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3、华业资本及子公司应收账款债权投资涉嫌被合同诈骗事项 

（1）应收账款债权投资情况：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业资本及子公司

投资的应收账款债权投资业务期末余额为 7,112,846,000.00 元，包括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 5,035,716,000.00 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2,077,130,000.00 元。华业资本作为

差额补足义务人对优先级本金应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金额总计 2,932,200,000.00

元。 



（2）应收账款债权投资报案情况:2018 年 9 月 28 日，公司向北京市公安局

朝阳分局经侦大队报案，后于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收到《受案回执》（京公朝

经受案字[2018]00283 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经侦大队已正式受理了恒韵

医药涉嫌合同诈骗一案。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文焕先生也已正式委托律师向公安机

关报案。 

（3）应收账款债权投资逾期情况：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资产负债表日后

事项之 3、其他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说明”所述，截止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华

业资本应收账款债权投资业务累计逾期未回款金额 5,375,364,740.83 元，包括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 4,617,570,000.00 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316,050,000.00 元；累计

支付履约保证金 441,744,740.83 元。华业资本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对优先级本金

及投资收益应履行差额补足义务金额为 1,140,690,000.00 元。 

（4）应收账款债权投资逾期的会计处理：华业资本期末对截止财务报表批

准报出日到期的应收账款债权投资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截止财务报表批准报出

日到期的应收账款债权投资履约过程中按合同约定已经支付的履约保证金，相应

全额计提坏账准备；对截止财务报表批准报出日到期的应收账款债权投资应承担

的差额补足义务，全额计提预计负债。 

由于涉案事项尚处于警方侦查阶段，我们无法判断该应收账款债权投资涉嫌

被合同诈骗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4、华业资本子公司重庆捷尔和海宸医药销售收入有关事项 

华业资本子公司重庆捷尔主要从事医疗器械销售，2018 年度营业收入

613,913,010.91 元，前三大客户营业收入 476,481,890.54 元，占该公司的营业收

入比例为 77.61%； 

华业资本子公司海宸医药主要从事药品销售，2018 年度与营业收入

327,488,675.50 元，第一大客户账载销售收入为 152,557,878.69 元，占该公司营

业收入的比例为 46.58%。 

由于上述两家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华业资本第二大股东李仕林失联事件导致

的影响，我们审计条件受到限制，不能对上述销售收入涉及的客户实施必要的函



证、走访等审计程序，我们对上述业务的经济实质以及相关营业收入的确认和应

收账款的可收回性等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因此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

对营业收入本期发生额和应收账款的年末余额以及财务报表其他项目作出调整，

也无法确定应调整的金额。 

上述导致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事项对华业资本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

表中的预计负债余额、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其他非流动资产余额、应收账款

及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余额，以及 2018 年度利润表中的资产减值损失、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的金额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如前所述，我们未能获取到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相关项目做出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stockCode=600240&

announcementId=1206126382&announcementTime=2019-04-27 

（二）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出具了否

定意见的内控审计报告。在此次审计中发现了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以下

重大缺陷： 

内部环境失效，且内部监督存在薄弱环节，内部控制环境是内部控制体系的

基础，也是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的保障。公司发生投资应收账款欺诈及违规担保事

项，可能影响财务报告的真实及性及完整性。且内部监督也存在薄弱环节，未及

时发现问题并纠正舞弊或偏差行为，避免或减少损失。 

1、投资应收账款业务发生欺诈事件 

公司发生应收账款欺诈事件，涉案股东目前失联，且 2 名高管已被刑事拘留；

相关案件正在公安侦查阶段，司法机关尚未作出最终结论，公司目前无法判定已

逾期和存量应收账款是否真实，以及全额或部分收回的可能性；公司现金流出现

问题且在媒体曝光后未能及时消除影响导致股价下跌 

2、涉及担保诉讼案件 



华业资本己收到法院送达的 9 个担保案件的诉讼资料，涉及诉讼本金

171,300.00 万元。经公司内部核查，法院送达的 9 个担保涉及的协议、合同均未

查询到相关用印流程、记录。上述担保事项违反了《北京华业资本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有效的内部控制能够为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提供合理保证，而上

述重大缺陷使华业资本内部控制失去这一功能。 

华业资本管理层已识别出上述重大缺陷，并将其包含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中。上述缺陷在所有重大方面得到公允反映。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new/disclosure/detail?plate=sse&stockCode=600240&

announcementId=1206126401&announcementTime=2019-04-27 

四、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国金证券作为“15 华业债”的受托管理人，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

人进行了沟通。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等方面的问题，请投资者关注。 

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对“15 华业债”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

项，并及时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续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