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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金融街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

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

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

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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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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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债券概况 

截至 2018 年末，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且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

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15 金街 01、15 金街 02、15 金街 03、16 金街 01

和 16 金街 02（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公开发行） 

债券简称 15 金街 01 15 金街 02 15 金街 03 16 金街 01 16 金街 02 

债券名称 

金融街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

公司债券

（第一期）

（品种一） 

金融街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

公司债券

（第一期）

（品种二） 

金融街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2015 年

公司债券

（第二期） 

金融街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品种一） 

金融街控股

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

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品种二） 

核准文件和核

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5]1944 号文，90 亿元 

证监许可[2016]1734 号

文，25 亿元 

债券期限 3+3 年 5+5 年 5+2 年 3+2 年 5+2 年 

发行规模 40 亿元 10 亿元 40 亿元 5 亿元 20 亿元 

债券利率 

存续期前三

年：3.84% 

存续期后两

年：4.74% 

4.20% 4.24% 2.90% 3.20% 

计息方式 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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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息日 

2016 年至

2021 年每年

的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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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 

2016 年至

2025 年每年

的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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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20 日。 

2016 年至

2022 年每年

的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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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31 日。 

2017 年至

2021 年每

年的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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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至

2019 年每

年的 10 月

13 日。 

2017 年至

2023 年每年

的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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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13 日。 

担保方式 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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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时信用级

别 
AAA/AAA 

跟踪评级情况 AAA/AAA 

二、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

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2018 年，中央政府先后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和“坚决遏制

房价上涨”的房地产调控基调，地方政府“因城施策”，实行差别化调控。需求端，

在继续深化调控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市场监管、遏制投机炒房、保障合理住房

需求；供给端，重点调整住房供给结构，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共有产权住房

等保障性住房。通过供需两侧的精准调控，房地产市场预期逐步回归理性，促进

了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加强经营整体调度，保障重点项目顺利

竣工结算，房产开发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95.90 亿元，同比下降 15.72%；但受益

于项目投资价值显现、项目成本管控提升以及当期结算项目结构性等因素，房产

开发业务毛利率较去年提高 20.42 个百分点至 45.77%。 

报告期内，公司在“大资产管理体系”下，物业出租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17.41

亿元，同比增长 11.60%，毛利率保持在 91.76%的较高水平，盈利能力持续提升。

主要原因一是对于培育期项目（金融街海伦中心、金融街丰科中心等），通过统

筹策划、提前招租，提升项目出租率，提高租金收入；二是对于成熟期项目，通

过加强续换租管理、完善增值服务，租金水平稳步提升，提升租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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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物业经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 6.75 亿元，同比增长 4.71%，主

要原因一是酒店板块拓宽销售渠道和业务模式、优化客户结构，在市场竞争组别

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二是文旅板块强化主题特色营销，完善旅游配套，旅游接

待人数较去年增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18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末 2017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流动资产合计 9,959,967.26 7,894,937.58 26.16% 

非流动资产合计 4,892,716.65 4,626,620.27 5.75% 

资产总计 14,852,683.91 12,521,557.85 18.62% 

流动负债合计 3,679,333.67 3,182,461.40 15.61% 

非流动负债合计 7,453,503.87 5,968,467.04 24.88% 

负债合计 11,132,837.54 9,150,928.44 21.6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719,846.36 3,370,629.41 10.36% 

营业收入 2,211,335.43 2,551,934.09 -13.35% 

营业利润 538,429.80 552,897.00 -2.62% 

利润总额 554,145.71 560,007.60 -1.05% 

净利润 403,748.74 410,268.94 -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02,913.32 -725,432.81 -24.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4,509.66 -293,433.24 16.6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73,724.83 739,844.66 72.1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26,315.26 -278,655.84 145.33%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15金街 01、15 金街 0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简称：15 金街 01、15 金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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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金额：40 亿元、10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补充营运资金 50 亿元 补充营运资金 50 亿元 

 

表：15金街 03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简称：15 金街 03 

发行金额：40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补充营运资金 40 亿元 补充营运资金 40 亿元 

 

表：16金街 01、16 金街 0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简称：16 金街 01、16 金街 02 

发行金额：5 亿元、20 亿元 

募集资金核准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具体用途： 金额 具体用途： 金额 

补充营运资金 25 亿元 补充营运资金 25 亿元 

发行人 15 金街 01、15 金街 02、15 金街 03、16 金街 01、16 金街 02 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中信银行西单支行）就 15 金街 01、15 金

街 02、15 金街 03 于 2015 年 7 月 30 日签订《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就 16 金街 01、16 金街 02 于 2016 年

8 月 5 日签订《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以下均简称为《三方监管协议》），并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报告期内，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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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一）偿债资金来源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1,985,254.37 万元、2,551,934.09 万元和 2,211,335.43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81,559.63 万元、410,268.94 万元和 403,748.74 万元。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分别为 3,247,306.01 万元、

2,185,050.95 万元和 2,669,489.80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经营业绩相对稳定，

公司较好的盈利能力与较为充裕的现金流将为偿付各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此外，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

道和较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发行人财务状况优良，信

贷记录良好，拥有较好的市场声誉，与多家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固

的合作关系。公司资信状况良好，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信银行等多家银行

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信贷业务关系，具有较强的间接融资能力。截至 2018 年末，

发行人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总额为 627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 244 亿元，未

使用授信 383 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占授信总额的 61.08%。如果由于意外情况

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

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各期债券还本

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

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融资的风险。 

（二）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发行人长期保持稳健的财务政策，注重对流动性的管理，资产流动性良好，

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截至 2018 年末，公司合并报表

口径的流动资产余额为 9,959,967.26 万元（其中受限的货币资金余额为 1.41 亿

元），在需要时，流动资产变现可以保障债券及时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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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5 金街 01、15 金街 02、15 金街 03、16 金街 01、16 金街 02 未设置增信机

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各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各期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

施。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了财务管理部牵头负责协调各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

他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各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

如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设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和偿债保障金专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

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各期债券本息的偿付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

所产生的现金流。各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将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公

司的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等资金管理，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

况制定年度、月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

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各期债券制定了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

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各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各期债券的债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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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受托管理协议》。在各期债券存续期限内，

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5、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受托管理协议》及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

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5 金街 01、15 金街 02、15 金街 03、16 金街 01、16 金街 02 未设置增信机

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发行人各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之“（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财务管理部牵头负责协调公司债券的偿付工作，中信建投证券于

各期公司债券付息前掌握公司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分期偿还等的资金安

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就各期债券的付息事项向发

行人发送通知进行提醒，发行人已按时完成各期债券本报告期内的偿付工作。 

（2）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已指定开立在中信银行的专项账户为公司债券的专项账户。发行人已

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监管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执



10 

行资金管理计划，及时、足额准备偿债资金用于各期债券的利息支付。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公司债券制定了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中信建投证券于报告期内持续关注发行人是否发生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所规定需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及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的各项职责：①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

状况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②在债券存续期内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情况；③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调查和持续关注；④

在债券存续期内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严格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督促发行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及监管机构的业

务指导进行定期及重大信息披露，发行人已按时披露定期报告，并就重大事项发

布临时公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3、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有效地维护了债券持有人的

利益。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15 金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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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街 01 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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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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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8 月 20 日。15 金街 01 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8 月 20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8 月 20 日。 

15 金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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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街 02 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5

年每年的 8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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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20 日。15 金街 02 的兑付日为 2025 年 8 月 20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8 月 20 日。 

15 金街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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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金街 03 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8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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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每年的 8 月 31 日。15 金街 03 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8 月 31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8 月 31 日。 

16 金街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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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金街 01 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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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0 月 13 日。16 金街 01 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10 月 13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 年 10 月 13

日。 

16 金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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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金街 02 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3

年每年的 10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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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13 日。16 金街 02 的兑付日为 2023 年 10 月 13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10 月 13

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于 2018 年 7 月提醒发行

人进行 15 金街 01、15 金街 02 和 15 金街 03 公司债券的付息事宜，于 2018 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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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提醒发行人进行 15 金街 01 公司债券的回售事宜，于 2018 年 9 月提醒发行人

进行 16 金街 01 和 16 金街 02 公司债券的付息事宜，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

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支付 15 金街 01、15 金街 02 自

2017 年 8 月 20 日至 2018 年 8 月 19 日的利息和 15 金街 01 的回售部分本金，已

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支付 15 金街 03 自 2017 年 8 月 3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0 日

的利息，已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10 月 13 日为非交易日，因此顺延至期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支付 16 金街 01、16 金街 02 自 2017 年 10 月 13 日至 2018 年 10

月 12 日的利息。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根据各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在跟踪评级期限内，跟踪评级机构应当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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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债券存续期内根

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报告期内，跟踪评级机构于 2018 年 5 月 25 日出具了 15 金街 01、15 金街

02、15 金街 03、16 金街 01 和 16 金街 02 的 2018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发行

人主体评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维持各期债券债项评级为 AAA。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累计新增借款重大事项共 3 次，发布关于重大事项的

临时公告 3 次，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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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累计新增借

款超过上年

末 净 资 产

20% 

截至 2018 年 2 月末，

发行人累计新增有息

负债金额 88.68 亿元，

占 2017 年末净资产的

比例为 26.31%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获知发行人该等

重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

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

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

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

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8 年 3 月披露了

临时公告，受托管理

人于 2018 年 3 月披

露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累计新增借

款超过上年

末 净 资 产

40% 

截至 2018 年 4 月末，

发行人累计新增有息

负债金额141.07亿元，

占 2017 年末净资产的

比例为 41.85%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获知发行人该等

重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

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

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

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

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8 年 5 月披露了

临时公告，受托管理

人于 2018 年 5 月披

露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累计新增借

款超过上年

末 净 资 产

60% 

截至 2018 年 9 月末，

发行人累计新增有息

负债金额208.30亿元，

占 2017 年末净资产的

比例为 61.80%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

事项排查获知发行人该等

重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

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

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

确认该重大事项属实，督促

发行人发布临时公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18 年 10 月披露了

临时公告，受托管理

人于 2018 年 10 月披

露了临时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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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度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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