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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南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华邦健

康”）对外公布的《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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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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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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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西南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apont Life Sciences Co.,Ltd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507 号

文核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15 亿元的公司债券。华邦

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为“14 华邦 01”），发

行日为 2014 年 6 月 13 日，发行规模为 8 亿元。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简称为“15 华邦债”、 “本期公司债券”）为第二期，发行日为 2015

年 8 月 14 日，发行规模为 7 亿元。 

三、本期债券基本条款 

（一）债券名称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 

     债券简称为“15 华邦债”，债券代码为“112270”。 

（三）本期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7 亿元。 

（四）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五）债券品种和期限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第 3 年附发行人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六）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方式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固定不变，为 4.72%。如发行人行

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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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

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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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5 年 8 月 14 日。 

本期债券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1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

的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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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8 月 14 日。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权，本期

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8 月 14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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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

上调幅度的公告，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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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幅度为 1 至 100 个基点，其中一个基点为 0.01%。若

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选择权，则本期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

面利率不变。 



（八）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

权选择将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交易所和

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九）回售申报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日起 5 个

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

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发行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十）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

账户托管记载。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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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

金一起支付。 

（十二）付息、兑付方式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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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十四）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联合信用出具的《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分析

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在本期

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

一次跟踪评级。 

（十五）债券受托管理人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注册中文名称：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Huapont Life Sciences Co.,Ltd 

3、曾用名称：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4、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5、股票简称及代码：华邦健康（002004） 

6、注册资本：2,034,827,685 元 

7、法定代表人：张松山 

8、成立日期：1992 年 3 月 11 日 

9、公司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10、公司办公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69 号 

11、联系电话：023-67886985 

12、传真：023-67886985 

13、互联网地址：http：//www.huapont.com.cn 

14、电子邮箱：huapont@163.com 

15、经营范围：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精细化工、生物化学、试剂产品开发及

自销（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前置许可或审批的项目除外），药品研究，新型农药

产品研发及相关技术开发、转让及咨询服务，销售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香精、分析仪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日用百货、普通机械、建筑材料

及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金、交电，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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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mailto:huapont@163.com


    2018 年，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后实现营业收入 1,057,362.75 万

元，比 2017 年同期（调整后）增加 139,075.97 万元，同比增长 15.15%;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1,133.76 万元，比去年同期（调整后）增加 554.70 万元，同

比增长 1.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完成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调

整后）48,624.89 万元，比 2017 年增加 9,117.50 万元，同比增长 23.08%。 

（二）主营业务收入构成 

发行人 2018 年分行业、分产品及分地区的营业务收入构成如下： 

 营业收入（元）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 行 业 

医药行业 2,116,534,685.03 20.02% 10.94% 

农药化工行业 6,818,854,149.78 64.49% 4.78% 

旅游服务业 842,798,749.07 7.97% 393.03% 

其他 795,439,957.23 7.52% 33.43% 

分 产 品 

医药产品 2,116,534,685.03 20.02% 10.94% 

农药化工 6,818,854,149.78 64.49% 4.78% 

旅游服务业 842,798,749.07 7.97% 393.03% 

其他 795,439,957.23 7.52% 33.43% 

分 地 区 

国外销售 4,467,434,713.56 42.25% 3.19% 

国内销售 6,106,192,827.55 57.75% 25.80%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根据发行人 2018 年度审计报告，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财务

报表总资产为 2,655,150.20 万元，较 2017 年末（调整后）减少 9.91%；归属于母

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906,494.57 万元，较 2017 年末（调整后）减少 5.31%。 

     2018 年，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后实现营业收入 1,057,362.75 万

元，比 2017 年同期（调整后）增加 139,075.97 万元，同比增长 15.15%;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51,133.76 万元，比去年同期（调整后）增加 554.70 万元，同

比增长 1.1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完成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调

整后）48,624.89 万元，比 2017 年增加 9,117.50 万元，同比增长 23.08%。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简要资产负债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12.31 
2017.12.31（调

整后） 
增减变动 

流动资产合计   1,100,175.37    1,477,539.44  -25.54% 

非流动资产合计   1,554,974.82    1,469,563.08  5.81% 

资产合计   2,655,150.20    2,947,102.52  -9.91% 

流动负债合计   1,065,090.27    1,014,507.31  4.99% 

非流动负债合计     315,144.19      581,093.31  -45.77% 

负债合计   1,380,234.46    1,595,600.62  -13.5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06,494.57      957,374.27  -5.31% 

少数股东权益     368,421.17      394,127.62  -6.52% 

股东权益合计   1,274,915.74    1,351,501.90  -5.67% 

 (二)简要利润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调整

后） 
增减变动 

营业总收入   1,057,362.75      918,286.78  15.15% 

营业利润     109,096.02       70,616.52  54.49% 

利润总额     107,410.31       67,806.90  58.41% 

净利润      82,281.75       58,859.95  39.7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133.76       50,579.06  1.10% 

（三）简要现金流量表（合并）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2017年（调整

后）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0,862.31       62,771.19  204.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548.57       26,252.53  -490.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0,855.67      107,383.61  -398.7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26,469.73      184,263.30  -222.91%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7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2015

年 8 月 18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管理。四

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对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川华信验

(2015)61 号验资报告。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5 年 8 月 12 日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

本次公司债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改善资金状况。截

至本报告期末，公司已根据经营管理的需要将募集资金按要求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在监管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部新区支行开立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仅用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不得用

于其他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该专用账户已销户。 

  



第四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一、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截至2018年末，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2018年度，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有效执行了本期债券的相

关偿债保障措施。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4月17日，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关

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及提供担保”的事项召集了“15华邦债”2018年第一次债

券持有人会议。 

  一、“15华邦债”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会议时间：2018年4月17日 

3、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现场会议形式，记名式现场投票表决 

4、债权登记日：2018年4月9日（以下午15:00时交易时间结束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5、会议主持：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委派的代表 

6、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华邦

颖泰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未偿还总张数为

7,000,000张，参加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及代理人共1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债券20,000张。 

（三）会议审议事项及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0张，反对20,000张，弃权0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债券总张数占未

偿还总张数的0.2857%。根据《会议规则》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代



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总金额过半数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理人同意方能

形成有效决议，故本次会议未形成有效决议。 

（四）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募集

说明书》、《会议规则》的规定”；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因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事项未能获

得代表本期未偿还债券本金总金额过半数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其代理

人同意，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未形成有效决议。” 



 

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1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

的 8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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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支付 2017 年 8 月 14 日至 2018 年 8 月 13 日期

间的利息。 

发行人于 2018 年 8 月 14 日完成本次债券的回售，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5 华邦债”的回售数量为

6,197,260 张，剩余托管数量为 802,740 张。 

 



 

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5 月出具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报告》及《跟踪评级公告》（联合[2019]873），联合

信用评级有限公司通过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情况和发行的 2018 年公司债券进

行跟踪该评级，确定：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5 华邦债”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



 

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

情况 

 

发行人的负责处理公司债券事务的专人为董事会秘书彭云辉，截至本报告出

具之日，发行人负责处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化。 



 

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西南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履行了债

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2018年4月17日，西南证券出具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

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8年5月7日，西南证券出具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

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8年6月29日，西南证券出具了《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年度）》。 

 



 

第十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

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不适用 



 

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包括对

子公司的担保）为413,221.9万元，占发行人合并报表所有者权益比重为45.58%。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可能产生

实质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8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其他 

报告期内不存在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未披露事

项。



（本页无正文，为《华邦生命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2018年度）》之签章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