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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来

源于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天高速”、“公司”、“发行

人”）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本报告系中德证券履行受托管理职责所形成之相关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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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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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2013年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概要 

一、2013年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一期） 

1、债券简称：13楚天01。 

2、债券代码：122301。 

3、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于2013年12月3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3]1667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12

亿元人民币。 

4、发行主体：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

司”或“楚天高速”）。 

5、发行规模：6亿元人民币。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7、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的固定利率债券。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及计息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5.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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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起息日为

发行首日，即2014年5月26日（T日）。 

（二）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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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其中 2015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5 月 26 日为

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本期债券的付息

日为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5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

后第 1 个交易日，下同）。本期债券到期日为 2019 年 5 月 26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7 年 5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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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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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或本金。 

10、债券担保情况： 

湖北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交投公司”）为发行人本期债券

提供全额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券

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11、最新信用级别： 

根据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元资信”）于2018年6月26日出具

的《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2018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12、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聘请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13、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

金。 

二、2013年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 



4 

1、债券简称：13楚天02。 

2、债券代码：122378。 

3、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期债券于2013年12月31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13]1667号文件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12

亿元人民币。 

4、发行主体：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规模：6亿元人民币。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7、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及计息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4.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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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起息日为

发行首日，即2015年6月8日（T日）。 

（二）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利息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其中2016年至2020年间每年的6月8日为上一计

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1个交易日；每次付

息款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到期日为2020年6月8日，到期支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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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

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1个交易日。在债权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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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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或本金。 

10、债券担保情况： 

省交投公司为发行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

权的费用及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11、最新信用级别： 

根据鹏元资信于2018年6月26日出具的《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2018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湖北楚天智能交

通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

等级为AAA。 

12、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聘请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13、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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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中德证券作为13楚天01、13楚天02之受托管理人，现将上述两期债券重大事项

报告如下： 

一、减少注册资本 

根据发行人于2019年4月27日披露的《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

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2018年度应补偿股份及要求现金返还的公告》，发

行人于2017年实施首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收购了深圳市三

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原“深圳市三木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智

能”）100%股权。因重组标的公司三木智能2016-2018年度累计实现的盈利未达成

业绩承诺，重组交易对方须按《业绩补偿协议》相关约定履行补偿义务，发行人拟

定向回购重组交易对方2018年度应补偿股份并要求返还部分现金，以作为未完成

2018年度业绩承诺的补偿。由此，发行人可能出现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形，具体情况

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海三木投资有限

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75 号）核准，

楚天高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向北海三木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北海三

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投资”）、深圳市九番股权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已更名为“北海市九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九番投资”）、诺球电子（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球电子”）、张旭辉、

云亚峰、杨海燕、黄国昊、张黎君、叶培锋、熊胜峰、黄日红、张建辉共 12 名股

东（以下简称“交易对方”）购买其持有的深圳市三木智能股份有限公司（已更名

为“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智能”）100%股权，交易

价格为 126,000 万元。 

2017 年 2 月 22 日，公司办理完毕本次重组相关的标的资产过户、配套资金募

集、新增股份发行等相关事项。 

（二）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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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7 月 15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和《业绩补偿协

议》，目前协议已经生效。交易对方承诺三木智能在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2019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9,800 万元、

11,800 万元、14,000 万元、17,000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值为

准。如三木智能未完成上述承诺净利润数，交易对方须按《业绩补偿协议》中的约

定履行补偿义务。 

（三）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补偿约定 

1、业绩承诺补偿额相关约定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业绩承诺期间内，楚天高速将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聘请

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三木智能上一年度的业绩完成情况出具专项审

核报告，最终实现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之差额根据上述专项审核结果确定。 

三木智能实现净利润数在补偿期间内未达到补偿期间承诺净利润金额的，交易

对方分别对楚天高速进行补偿。三木智能原股东同意优先以股份方式向楚天高速进

行补偿，不足部分由三木投资以现金方式补足。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当期应补偿股份

的计算公式为： 

（1）当期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计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资产交易总价÷本

次交易中向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价格-资产收购交易对方累计已补偿的股份

数 

上述公式计算出的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当期补偿股份数量按照如下方式和原则进

行补偿： 

A.若三木投资在当期补偿前持有的楚天高速股份数量大于（含等于）三木投资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则当期补偿股份数量按照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各

自所持三木智能的股权比例在资产收购交易对方间进行分摊。 

B.若三木投资在当期补偿前持有的楚天高速股份数量小于三木投资当期应补偿

股份数量，则对于该差额部分，由九番投资、张旭辉、诺球电子、云亚峰、杨海燕、

黄国昊、张黎君、叶培锋、熊胜峰、黄日红和张建辉以其持有的楚天高速股份向楚



8 

天高速补偿，以补足该差额。九番投资、张旭辉、诺球电子、云亚峰、杨海燕、黄

国昊、张黎君、叶培锋、熊胜峰、黄日红和张建辉按照下述比例分摊该差额部分： 

序号 名称 分摊比例 

1 九番投资 42.6559% 

2 张旭辉 22.8281% 

3 诺球电子 10.9575% 

4 云亚峰 6.8484% 

5 杨海燕 3.6525% 

6 黄国昊 3.1959% 

7 张黎君 3.1959% 

8 叶培锋 2.5567% 

9 熊胜峰 2.2828% 

10 黄日红 1.3697% 

11 张建辉 0.4566% 

其中，上述三木投资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补偿股份数量×三木投资持有

三木智能的股权比例（77.8461%）。 

（2）若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在按照上述 A、B 项约定进行股份补偿后，已补偿

股份数量仍少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的，则不足部分由三木投资以与差额部分股份

等价值的现金向楚天高速进行补偿。三木投资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现金金额=（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当期实际补偿股份数）×本次交易

中向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价格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系协议中 A 项中所列公式计算的股份数。该公式中“本次

交易中向乙方发行股份价格”，还包括按照双方所签署的《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

的发行价格调整方案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3）若因资产收购交易对方质押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楚天高速股份，或资

产收购交易对方所持股份因冻结、被采取强制执行或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

让的，造成其持有的楚天高速股份不足或不能补足按照 1 项下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时，

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应采取自二级市场购买等方式获得相应股份予以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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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若楚天高速在业绩补偿期间实施转增或股票股利分配的，则当期应补偿

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为：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调整后）＝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

（调整前）×（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楚天高速在业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对现金分红的部

分应做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 

返还金额=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在截至补偿前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期应补偿

股份数 

其中，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各自需返还的金额，按照其原所持三木智能股权比例

独立承担。 

（5）资产收购交易对方用于补偿（含业绩承诺补偿和减值测试补偿）的合计

股份数量不超过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而获得的合计股份总数（包括业绩承

诺期内转增或送股的股份）。 

（6）根据约定，九番投资、张旭辉、诺球电子、云亚峰、杨海燕、黄国昊、

张黎君、叶培锋、熊胜峰、黄日红和张建辉无需承担现金补偿责任，但可能替三木

投资承担股份补偿责任。鉴于此，三木投资与九番投资、张旭辉、诺球电子、云亚

峰、杨海燕、黄国昊、张黎君、叶培锋、熊胜峰、黄日红和张建辉之间应当通过协

议安排的方式对上述 1、2 两项下约定所关联的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各方之间的权利

义务关系作出明确约定。 

2、股份补偿的具体实施安排 

在业绩补偿期间内每一业绩补偿年度届满，且楚天高速所委托的具有相关证券

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关于三木智能业绩补偿期间实现净利润数的专项审核

意见或资产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楚天高速计算资产收购交

易对方各方应补偿股份数量并作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的董事会决议或股东大会决议，

并以书面方式通知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的情况或资产

减值的情况以及应补偿股份数量（如有），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应在收到楚天高速书

面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配合楚天高速实施完毕补偿股份回购注销的相关程序，

由楚天高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该等股份予以注销。若资产收购交易对方未在

规定期限内配合完成，则楚天高速有权要求资产收购交易对方支付违约金 1,00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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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各方按所持三木智能股权比例独立承担。 

楚天高速董事会应就上述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

授权，并负责办理补偿股份回购与注销的具体事宜。 

在确定补偿股份数量并回购注销的楚天高速董事会决议作出后的 30 日内，楚

天高速应通知楚天高速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

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如要求楚天高速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则楚天高速应按债权人要求履行相关责任以保护债权人利

益。 

三木投资需进行现金补偿或资产收购交易对方需返还现金股利时，资产收购交

易对方应在收到楚天高速发出的业绩补偿通知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将所需补偿的现

金或返还的现金股利支付到楚天高速指定的银行账户内。逾期未付款，按照未付款

金额万分之五/日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四）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补偿方案 

1、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三木智能技

术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众环审字（2019）010549 号），

三木智能 2018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4,422,800.35 元，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1,895,492.92 元。三木智能未能实现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其实现净利润（注：该处提及的净利润，指三木智能合并利

润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为准）与承诺数

140,000,000元相比，差额为 68,104,507.08元，业绩完成率为 51.35%。  

三木智能未实现 2018 年度业绩承诺的主要原因为： 

（1）2018 年全球经济复苏缓慢，智能手机及智能平板的出货量持续下降，已

经进入存量市场竞争阶段，新的订单需求规模缩减，新客户开发难度加大，三木智

能海外市场的开拓未达预期； 

（2）受中美贸易战影响，且国内智能手机市场趋于饱和，国内手机品牌将东

南亚区域作为海外业务的投入重点，以小米、华为、oppo、vivo 为代表的国产品牌

手机在印尼、印度等地的市场占有率快速攀升，三木智能原有客户的市场份额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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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导致三木智能海外订单大幅下降，尤其是平板电脑的销售收入严重下滑，由上

年同期的 725,445,788.59元减至 259,139,074.64元，下降幅度为 64.28% ； 

（3）尽管三木智能为应对新形势带来的不利影响，有针对性的调整了市场布

局和客户结构，但新客户的开发、新业务的开辟需要较长的培育期，短期内尚难以

填补海外市场订单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 

（4）在 ODM 业务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三木智能开展了智能设备的销售代理

业务，但该业务的毛利率较传统的 ODM 业务低，也导致了利润水平的下降。2018

年三木智能整体毛利率为 9.24%，较上年同期下降 4.32 个百分点。 

综上所述，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但受各方面不利因素的影响，三木智

能整体业绩下滑，未能实现业绩承诺。 

2、2018 年度业绩补偿方案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因三木智能未完成 2018 年度业绩承诺，交易对

方须分别对公司进行补偿，且优先以股份方式进行补偿。三木智能 2016—2018 年

累计实现净利润 282,647,917.50 元，与累计承诺净利润数 356,000,000 元相比，差

额为 73,352,082.50元。 

因三木智能未能实现 2017 年度业绩承诺，按照《业绩补偿协议》约定，交易

对方已于 2018 年 7 月 24 日向公司补偿股份 2,709,103 股。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对该部分股份予以回购并于 2018 年 7 月 26 日予以注销，同时交易对方已返还上

述股份所得现金红利共计 623,093.69元。 

股份补偿数量的计算公式为：当期补偿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

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

×标的资产交易总价÷本次交易中向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发行股份价格-资产收购交

易对方累计已补偿的股份数 

根据上述公式，2018 年度应补偿股份数量=（356,000,000-282,647,917.50）÷

526,000,000×1,260,000,000÷4.64-2,709,103=35,159,499股。 

上述补偿股份将由公司以总价人民币 1.00 元向交易对方定向回购，并依法予

以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1,728,086,820股减少至 1,692,927,321股。 

同时，根据《业绩补偿协议》约定，若楚天高速在业绩补偿期间实施现金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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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收购交易对方对现金分红的部分应做相应返还，计算公式为：返还金额=资产

收购交易对方在截至补偿前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当期应补偿股份数。其中，资产

收购交易对方各自需返还的金额，按照其原所持三木智能股权比例独立承担。 

公司 2016 年度红利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730,795,923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不分配股票股利，不进行转增股本。 

2017 年度红利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730,795,92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0元（含税），不分配股票股利，不进行转增股本。 

2018 年度红利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1,728,086,82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元（含税），不分配股票股利，不进行转增股本。 

综上，交易对方需补偿股份及返还现金红利明细如下： 

序号 补偿对象 分摊比例（%） 需补偿股份数量（股） 需返还现金红利（元） 

1 三木投资 77.8461  27,370,286     9,305,897.24 

2 九番投资 9.4500  3,322,557     1,129,669.38 

3 张旭辉 5.0573  1,778,127       604,563.18 

4 诺球电子 2.4275  853,501       290,190.34 

5 云亚峰 1.5172  533,438       181,368.92 

6 杨海燕 0.8092  284,500        96,730.00 

7 黄国昊 0.7080  248,938        84,638.92 

8 张黎君 0.7080  248,938 84,638.92 

9 叶培锋 0.5664  199,150        67,711.00 

10 熊胜峰 0.5057  177,813 60,456.42 

11 黄日红 0.3034  106,688 36,273.92 

12 张建辉 0.1011  35,563 12,091.42 

合计 100.0000  35,159,499 11,954,229.66 

（五）关于定向回购事项未获通过的特别安排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若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交易对方承诺在

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将该等股份按照本次补偿的股权登记日（即该次股东

大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其他股东（不含交易对方）各自所持股份占公

司其他股东所持全部公司股份的比例赠送给公司其他股东。 

（六）发行人有权决策机构对该事项的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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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事项已经楚天高速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于 2019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发行人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公告》，具体情

况如下：  

楚天高速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同意对因收购三木智能 100%股权所形成的商

誉计提减值准备 243,508,298.77 元。该议案同日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 

（一）本次拟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概述 

1、商誉的形成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海

三木投资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75 号）核准，公司于 2017 年 2 月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三木智

能 100%股权，同时对本次收购支付的对价款大于购买日取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份额的差额 885,006,081.05 元确认为商誉。 

2、商誉减值测试情况 

为真实反映公司的资产价值和财务状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

减值》的相关规定，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公司对上述商誉进行了减值

测试，并聘请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以对并购三木智能 ODM 业务资产组组合为估值对象，以三木智能

2018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报表反映的与经营直接相关的长期资产，包括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为估值范围。三木智能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组合的账 面价值为

981,978,933.35 元，包括合并报表反映的与经营直接相关的长期资产的账面价值、

可辨认资产账面价值的增值部分以及商誉的账面价值。经评估，对在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财务报告为目的涉及的三木智能 ODM 业务资产组预计未来

现金流量现值为 738,470,634.5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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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情况 

根据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湖北楚天智能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商誉

减值测试所涉及的深圳市三木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ODM 业务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

量现值资产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19]第 1086 号），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

报告所载涉及三木智能 ODM 业务资产组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 738,470,634.58 元，

与包含商誉的资产组账面价值 981,978,933.35 元比较后，确认商誉减值准备

243,508,298.77元。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243,508,298.77 元，该项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公司 2018

年度损益，相应减少公司 2018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3,508,298.77 元。

本次计提完成后，商誉余额为 641,497,782.28元。 

（三）审计委员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

定和资产实际情况，能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同意本次计提商

誉减值准备。 

（四）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而作出，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符合公司资产实际情况，计提减值准备后, 能够

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决策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五）监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符合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资产状况、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董事会就该项议案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 243,508,298.7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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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中德证券作为13楚天01、13楚天02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

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迅速向发行人了解了情况，

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及《募集说明书》、《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之相关约定，拟于2019年5月22日发

出《关于召开2013年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第二期）2019年第

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拟于2019年6月11日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是

否就发行人本次定向回购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2018年度应补偿股份暨减少注册资

本事项要求发行人提前清偿 “13楚天02”项下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中德证券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旨在就发行人拟减少注册资本、计提商誉

减值准备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中德证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少注册资本事项对发行人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资

信状况、上述两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的影响，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

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的规定和约定履行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本页无正文，为《2013年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临时报告》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