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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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于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新

华联”，原名“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公布的《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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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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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12015 年公司债券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本次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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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365 号”文核准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不

超过人民币 13 亿元。 

（二）债券名称：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5 华联债（112240.SZ）。 

（四）发行主体：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五）债券期限：本次债券的期限为 7 年，第 5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六）发行规模：1300 万张，发行总额人民币 13 亿元。 

（七）债券利率：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5 年固定不变，为

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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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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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回售条款：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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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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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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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面金额：100 元/张。 

（十）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1已于 2016 年 8 月更名为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十二）起息日：2015 年 4 月 1 日。 

（十三）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本次债券按年付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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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担保情况：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提供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五）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金诚”）出具的《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十六）债券受托管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十七）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MACROLINK CULTURALTAINMENT DEVELOPMENT CO. LTD. 

股票简称： 新华联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苏波 

注册资本： 1,896,690,420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30232395L 

公司成立时间： 1993 年 6 月 25 日 

公司上市日期： 1996 年 10 月 29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外郎营村北 2 号院 2 号楼 8 层 101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政府大街新华联集团总部大厦 

联系电话： 010-80559199 

传真： 010-80559190 

邮政编码： 101116 

经营范围： 

文化旅游项目的运营、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文艺表演；旅

游景区管理；公园管理；酒店管理；企业管理；承办展览展示；房地

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后的商品房；销售建筑材料、日用品、五金交

电；投资管理；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计算机技术培训；施工总承包。（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的房地产项目主要分布于“京津冀”、“长三角”、“大亚湾”等城市集群

和经济发达地区，并且公司在当地深耕多年，具有较好的土地成本优势。2018

年，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步伐有所放缓，但公司现有的土地储备较为充裕，能够充

分支持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大力推进旗下项目尤其是文化旅游项目以及重点房地产项



目，加快开复工建设，全年实现开复工面积 479 万平方米，竣工交付 125 万平方

米，有效保证了上市公司收入和利润的结转。 

2018 年度，公司实现签约销售面积 88.04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107.02 亿元，

结算面积 104.36 万平方米，结算金额 113.54 亿元，实现营业收入 140.01 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加 88.1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8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39.97%。 

占公司营业收入或营业利润 10%以上的行业、产品或地区情况如下：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比上年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同

期增减 

毛利率比

上年同期

增减 

分行业 

商品房销

售 
11,354,378,970.09 7,033,150,907.78 38.06% 84.88% 73.75% 3.97% 

分产品 

商品房销

售 
11,354,378,970.09 7,033,150,907.78 38.06% 84.88% 73.75% 3.97% 

分地区 

湖南 2,943,672,883.51 1,963,990,984.06 33.28% 174.84% 138.72% 10.10% 

上海 3,327,047,413.96 2,084,626,202.70 37.34% 204.49% 263.51% -10.17% 

 



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15 华联债 

（一）15 华联债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365 号文核准，并经深交所同意，由西南证券

作为主承销商采用网上面向拥有合格 A 股证券账户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

和网下面向拥有合格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相结合的方式，向社

会公众公开发行发行总额为 1,300,000,000.00 元的公司债券，扣除承销佣金及保

荐佣金发行费用人民币 19,5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1,280,500,000.00 元，已

由主承销商西南证券于 2015 年 4 月 3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健会计师”）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7-34 号）。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

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15 华联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次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 128,050.00 万元于 2015 年 4 月 3

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11

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8,050.0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128,090.1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

资项目 

和超募

资金投

向 

是否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

预定 

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  



资项目 

补充流

动资金 
 128,050.00 128,050.00  128,090.10 100.0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小计 

 128,050.00 128,050.00  128,090.10 100.03     

超募资

金投向 
 

归还银

行贷款 
          

补充流

动资金 
          

超募资

金投向

小计 

          

合  计  128,050.00 128,050.00  128,090.1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0.11 元为利息收入，仍存放于募集资金监管专用账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三）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在监管银行中信银行媒体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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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运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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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华联债由新华联控股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有效执行了 15 华联债的相关

偿债保障措施。 



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之日，15 华联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15 华联债 

本次债券起息日为 2015 年 4 月 1 日。2016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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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每年的 4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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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债券已于 2019 年 4 月 1 日完成第四次付息事宜。



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东方金诚于 2019 年 6 月出具《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

关债项 2019 度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

定；维持“15 华联债”的信用等级为 AA+。 



第八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

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 15 华联债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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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0 日，西南证券出具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018 年 6 月 29 日，西南证券出具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 年度）。 

2019 年 2 月 22 日，西南证券出具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019 年 4 月 11 日，西南证券出具了《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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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借款及对外担保情况 

发行人已于 2018 年 1 月 8 日、2019 年 4 月 4 日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具

体内容详见发行人于深交所网站所披露的公告文件。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子公司的重大未决诉讼、仲裁（涉诉金

额 5,000 万元以上）情况如下： 

2012 年 11 月 28 日，北京银清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清龙”）

以鑫茂华牧、山东永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永隆集团）、北京国兴嘉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兴嘉业）、北京新崇基置业为被告、以北

京国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为第三方向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

纠纷诉讼，并要求人民法院判决原告与前述四被告于 2012年 6月 21 日签署的《股

权转让框架协议》无效，且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2014 年 5 月 22 日，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判决书（（2013）

济南初字第 29 号）判决驳回原告银清龙的诉讼请求，由原告负担案件受理费

410,350 元。银清龙上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请求查明案件事实撤销济南市中

级人民法院（2013）济南初字第 29 号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银清龙一审的全部

诉讼请求，并由被上诉人共同承担一、二审诉讼费用；2015 年 1 月 15 日，山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410,350

元由上诉人银清龙负担。 二审判决后，银清龙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在再审申请，

2016 年 6 月 8 日，最高院做出（2015）民申字第 2047 号裁定：由最高院提审并

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2017 年 3 月 13 日，最高院初次开庭；2017 年 4 月 28 日最

高院二次开庭；2017 年 12 月 14 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2016）最高法民再 41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1、撤销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商终字第 404

号及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商初字第 29 号民事判决；2、本案发

回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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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事项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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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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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