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8 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2018 年 6 月  



2 
 

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发布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

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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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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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 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6 年 11 月 21 日签发的“证监许可

[2016]2772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2 亿

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2017 年 10 月 19 日至 10 月 23 日，发行人

成功发行 5 亿元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7 益佰 01”，以下称“本

期债券”）。 

三、 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3、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5 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债券的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存续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

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

第 3 年末调整本次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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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关于是否

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调整幅度及关于投资者行使债券回售选择权的公告。若

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

有票面利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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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

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第 3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

分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第 3 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发行人

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8、回售申报期：投资者拟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需在发行人第一次

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调整幅度及关于投资者行使债券回售选择

权的公告日后 3 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在回售申报期内，发行人将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关于回售程序、回售申报期、回售价格、回售资金到

帐日等内容。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本次债券份额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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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持有本次

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9、担保情况：本次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0、债券票面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

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利率区间，以簿记建档方式确定

最终发行利率。债券票面利率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付息，不计复利。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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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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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债券持有

人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回售部分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一起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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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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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票面总额的本

金。 

13、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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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

式，由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

规定进行。 

14、配售规则：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

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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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从低向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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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

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

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决

定本次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15、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次债券不向公司股东配售。 

16、起息日：本次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7 年 10 月 23 日。 

17、利息登记日：2018 年至 2022 年每 10 月 23 日之前的第 1 个工作日为上

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登记日。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

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

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

利息登记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 10 月 23 日之前的第 1 个工作日。 

18、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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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0 月 23 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9、到期日：本次债券的到期日为 2022 年 10 月 23 日。 

20、计息期限：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7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2 年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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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兑付登记日：2022 年 10 月 23 日之前的第 3 个工作日为本期债券本金

及最后一期利息的兑付登记日。若债券持有人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2020 年 10

月 23 日之前的第 3 个工作日为本期债券回售部分的本金及其最后一期利息的兑

付登记日。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

持本期债券的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 

22、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2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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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的债券兑付日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前述日

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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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级。 

25、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

的方式承销。 

27、拟上市交易场所：上交所。 

28、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开设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规范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 

29、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 

30、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

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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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内的履职情况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2018 年内按照本期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

期跟踪机制，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  

（二）期后事项 

就发行人发布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

事项，2019 年 2 月 14 日，国泰君安出具了《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一）》。 

就发行人发布的《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贵州证监局行政监管

措施决定书的公告》事项，2019 年 6 月 18 日，国泰君安出具了《贵州益佰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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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一、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 220-1 号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大道 220-1 号 

法定代表人：窦啟玲 

电话：86-851-84705177 

传真：86-851-84719910 

成立日期：1995 年 6 月 12 日 

注册资本：79,192.74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000709667830M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益佰制药 

股票代码：600594.SH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硬

胶囊剂、小容量注射剂（含中药提取）、片剂、颗粒剂、糖浆剂、冻干粉针剂（含

中药提取）、合剂、滴丸剂、煎膏剂、酊剂、口服溶液剂、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

新艺厂内：中药提取；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和本企业成员企业

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

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

来一补”业务；中药材种植及养殖项目投资；农产品销售；中药材市场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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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保健食品研发及信息咨询服务。） 

二、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一）发行人所处的行业情况 

1、医药工业 

2018 年医药工业呈现“持续增长、增速下降”的格局。 

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4,264.7 亿元，同比增长 12.4%。其中主

营业务收入 23,986.3 亿元，同比增长 12.6%，增速较上年提高 0.1 个百分点，

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4.1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总额 3,094.2 

亿元，同比增长 9.5%，增速较上年同期下降 8.3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0.8 个百分点。医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12.90%，

较上年同期提升 1.14 个百分点，高于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同期整体水平 6.41 

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8 年药品终端市场销售额预计 17,131 亿元，同比增长 6.3%，增速持续

下滑，以第一终端尤为严重。（数据来源：米内网） 

2、医疗服务业 

2018 年医疗服务业保持持续增长。 

2018 年 1-11 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 75.4 亿人次，同比提高 

3.2%。医院 32.3 亿人次，同比提高 5.3%，其中：公立医院 27.6 亿人次，同

比提高 4.0%；民营医院 4.7 亿人次，同比提高 13.6%。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40.2 

亿人次，同比提高 1.5%，其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6.9 亿人次，同比提高 6.5%；

乡镇卫生院 9.4 亿人次，同比提高 1.4%；村卫生室诊疗人次 16.4 亿人次。其

他机构 2.8 亿人次。（数据来源：国家卫健委《2018 年 1-11 月全国医疗服务

情况》） 

截至 2018 年末，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 134,452 万人,参保覆盖面稳定在 

95%以上。其中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31,673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1,351 

万人，增长 4.5%；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人数 89,741 万人，比上年末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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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2382 万人，增长 2.7%；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人数 13,038 万人。在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中，在职职工 23,300 万人，退休人员 8,373 万人，分别比

上年末增加 1,012 万人和 339 万人。 

全年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 21,090.11 亿元，总支出 17,607.65 亿元。截

至 2018 年末，基本医疗保险累计结存 23,233.74 亿元，其中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个人账户积累 7,144.42 亿元。全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13,259.28 亿元，

增长 8.7%；基金支出 10,504.92 亿元，增长 11.5%。年末累计结存 18,605.38 亿

元，其中统筹基金累计结存 11,460.96 亿元。全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

入 6,973.94 亿元,增长 27.1%；支出 6,284.51 亿元,增长 28.9%。年末累计结存 

4,332.94 亿元。 

全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856.89 亿元，支出 818.22 亿元。年

末累计结存 295.42 亿元。（数据来源：国家医疗保障局《2018 年医疗保障事业

发展统计快报》）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8,286.32 万元，同比增加 7,520.14 万元，

增加 1.98%。公司医药工业板块实现销售收入 299,235.79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

重为 77.07%，同比增加 3.10%；因本期将富临医院纳入合并报表的影响，医疗

服务板块收入为 87,976.60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22.66%，同比增加 

22.44%。 

2018 年，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72,549.54 万元，同比减少 

111,302.52 万元，减少 287.21%，主要系本期对商誉计提减值所致。 

2018 年，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77,288.51 万元，同比减少 111,012.80 万元，减少 329.18%，主要受本期对商

誉计提减值所致。 

公司主营业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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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比

2017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

2017 年

增减

（%） 

毛利率比 2017 年增

减（%） 

医药工业 2,992,357,872.04 434,892,720.52 85.46 -3.10 -7.13 增加 0.63 个百分点 

医疗服务 879,766,030.07 630,459,083.78 28.34 22.44 27.85 减少 3.03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 2017 年

增减（%） 

营业成本

比 2017 年

增减（%） 

毛利率比 2017 年增减

（%） 

处方药 2,898,054,816.52 386,772,704.77 86.65 -1.93 -9.60 增加 1.13 个百分点 

OTC 94,303,055.52 48,120,015.75 48.97 -29.00 18.96 减少 20.57 个百分点 

医疗服务 879,766,030.07 630,459,083.78 28.34 22.44 27.85 减少 2.65 个百分点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

率（%） 

营业收入比

2017 年增

减（%） 

营业成本比

2017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2017 年增

减（%） 

华北东北 573,427,736.61 94,396,733.01 83.54 57.01 68.83 减少 1.15 个百分点 

华东地区 1,694,386,533.51 648,407,131.14 61.73 -24.65 -10.52 减少 6.04 个百分点 

华南地区 275,814,675.99 47,906,549.55 82.63 -19.64 -7.75 减少 2.24 个百分点 

华西地区 592,031,436.78 170,923,543.77 71.13 43.30 173.45 减少13.74个百分点 

华中地区 740,159,584.61 106,285,983.84 85.64 69.63 59.99 增加 0.87 个百分点 

三、 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1、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6,475,568,370.27 7,194,494,634.45 

负债合计 2,517,632,614.13 2,505,610,751.00 

少数股东权益 454,494,951.72 408,855,401.9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3,503,440,804.42 4,280,028,481.52 

2、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3,882,863,179.02 3,807,661,7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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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利润 -777,950,208.39 466,313,517.86 

利润总额 -785,946,577.36 486,532,754.89 

净利润 -684,486,845.43 407,779,337.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5,495,413.59 387,529,793.21 

3、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297,431.19 681,776,508.7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664,489.14 -424,391,309.5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289,400.29 -23,938,951.14 

4、 主要财务数据变动分析 

（1）资产、负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2018 年末金

额较 2017年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550,799,403.96 1,165,547,188.51 -52.74 

主要系本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将朝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并资

产调整至“持有待售资产”项目以

及支付购房款所致 

其他应收款 50,325,167.90 85,103,526.82 -40.87 

主要系本期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将朝阳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合并资

产调整至“持有待售资产”项目中

列示所致 

持有待售的资产 1,069,141,969.65 0 不适用 /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4,258,994.67 42,437,900.45 -89.96 

主要系本期对联营企业派出董

事，可供出售金额资产转为长期

股权投资项目核算所致 

在建工程 19,448,809.57 71,522,867.69 -72.81 
主要系本期在建工程竣工结算转

固所致 

商誉 861,970,165.03 2,168,150,695.17 -60.24 主要系本期对商誉计提减值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197,117,101.97 143,585,133.55 37.28 
主要系本期增加项目投入款项所

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175,952,691.87 12,400,803.34 1,318.88 
主要系本期对商誉计提减值，确

认递延所得税影响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8,927,047.55 0 不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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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2018 年末金

额较 2017年

末变动比例

（%） 

情况说明 

应交税费 65,379,684.33 100,292,885.36 -34.81 

主要系本期增值税税负降低，铂

类产品税收方式改为简易征收及

业绩下降计提企业所得税减少所

致 

其他应付款 410,047,924.23 268,001,552.61 53.00 
主要系本期收到医院管理有限公

司股权转让款所致 

其中：应付利息 9,385,016.21 5,789,152.43 62.11 
主要系本期债券计提利息增加所

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 
2,700,000.00 84,377,643.38 -96.80 

主要系母公司按合同归还银行借

款所致 

债 
    

长期应付款 17,172,957.42 29,899,966.57 -42.57 
主要系孙公司长沙建达处置投资

项目所致 

未分配利润 1,673,166,630.04 2,438,258,413.63 -31.38 主要系本期对商誉计提减值所致 

（2）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8 年 2017 年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388,286.32 380,766.18 1.98 

营业成本 107,584.23 96,151.08 11.89 

销售费用 193,226.51 183,450.19 5.33 

管理费用 40,667.87 35,865.12 13.39 

研发费用 7,677.55 7,140.48 7.52 

财务费用 6,596.49 7,066.57 -6.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429.74 68,177.65 -68.5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666.45 -42,439.13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328.94 -2,393.90 不适用 

资产减值损失[1] 108,455.37 1,176.60 9,117.68 

投资收益 -880.46 -484.23 不适用 

营业外收入[2] 1,697.30 3,141.02 -45.96 

营业外支出[3] 2,496.94 1,119.09 123.12 

所得税费用[4] -10,145.97 7,875.34 -228.83 

注：[1] 本期资产减值损失增加主要系本期对商誉计提减值所致； 

[2] 本期营业外收入减少主要是政府补助本期转其他收益所致； 

[3] 本期营业外支出增加主要系本期对外捐赠所致； 

[4] 本期所得税费用减少主要系本期计提商誉减值递延所得税费减少所致。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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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指标 2018 年 2017 年 

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变动原因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 
-533,492,805.83 706,818,322.56 -175.48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净利润下

降所致 

流动比率 161.19% 157.88% 2.10 
 

速动比率 142.65% 138.09% 3.31 
 

资产负债率（%） 38.88 34.83 11.64 
 

EBITDA 全部债务

比 
-21.19 28.21 -175.12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净利润下

降所致 

利息保障倍数 -10.75 5.96 -280.46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净利润下

降所致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4.14 11.45 -63.81 

主要系本期公司销售资金收

入回笼放缓导致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所致 

EBITDA 利息 -7.29 8.65 -184.32 本期计提商誉减值净利润下 

保障倍数 
   

降所致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利息偿付率（%） 90.55 92.6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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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已分别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岩支行、天府银四川天府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国泰君安证券及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云岩支行已按照相关规定签署了本期债券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国泰君安证券及天府银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

阳分行也已按照相关规定签署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 5 亿元，本期债券扣除承销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

已于 2017 年 10 月 23 日汇入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发行人及主承销商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出具了《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资金到账确认书》。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基本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募集资金运用计划，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将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及适用的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用途。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17

益佰 01”的募集资金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并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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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采用无担保形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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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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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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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以及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

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本次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 2017 年 10 月 23 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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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本期公司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22 年 10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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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次公司债券已于 2018 年 10 月 23 日支付了一期债券

利息。 

二、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18 年内发行人按照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执行了本期债券

的相关偿债保障措施。 

  



20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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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于 2016 年 5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及 2016

年 6 月 14 日召开的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发行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预

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在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及《公司章程》的前提下，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2018 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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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行时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

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截止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尚未对发行人以

2018 年年报数据等情况为基础进行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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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二、 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情况。 

三、 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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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报告期内其他事项 

序号 重大事项 是否发生 
是否对公司偿债能

力产生重大影响 

1 
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发

生重大变化 
否 否 

2 债券信用评级发生变化 否 否 

3 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 否 否 

4 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否 否 

5 
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否 否 

6 
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

十 
否 否 

7 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否 否 

8 
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

定 
否 否 

9 
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

罚 
否 否 

10 
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

大变化 
否 否 

11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

上市条件 
否 否 

12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

措施 

否 否 

二、期后其他事项 

2018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88,286.32 万元，同比增加 7,520.14 万元，

增加 1.98%，但由于商誉计提减值影响，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77,288.51 万元，同比减少 111,012.80 万元，减少 329.18%。 

2019 年 6 月 12 日，公司发布《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贵州证

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的公告》，公告了公司、窦啟玲、王岳华、张林生和郭

建兰均收到贵州证监局的行政监管措施的函。受到的监管措施情况的具体内容详

见发行人于 2019 年 6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公告链接：

http://www.sse.com.cn/assortment/stock/list/info/announcement/index.shtml?productI

http://www.sse.com.cn/assortment/stock/list/info/announcement/index.shtml?productId=60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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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600594）。 

国泰君安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履行

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提醒投资人查阅发行人有关公告的详细信息，关注相关风

险。 



      
 

（本页无正文，为《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 年度）》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