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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1704 号文核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 50 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基本

情况如下： 

债券全称 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2盐湖 01 

债券上市地点及代码 112154（深交所） 

债券期限和利率 

7年期债券，附第 5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前 5年票面利率为 4.99%，后 2年

票面利率为 5.70% 

发行规模 人民币 50亿元 

债券余额 人民币 26.7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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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

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担保情况 无担保 

主承销商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临时受托管理事务说明 

（一）发行人控股子公司被申请重整的情况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发布《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

司被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59），主要内容如下： 

2019 年 9 月 28 日，公司收到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海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纳化工”）的《告知书》。《告知书》称，海纳化工收到债权人河南省防

腐保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防腐保温”）的《重整申请通知书》，河南防腐

保温以海纳化工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青海省西

宁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西宁中院”）申请对海纳化工进行重整。该申请

能否被法院受理、海纳化工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法

行使股东权利，协助、指导海纳化工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运营管理工作。

详情请见发行人 2019-059 号公告。 

（二）公司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及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 

公司 2019 年 9 月 30 日发布了《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新增银

行账户被冻结及银行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主要内容如下： 

1、新增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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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冻结单位 开户行 账号 账户性质 
法院裁定冻结

金额（元） 

实际冻结金额

（元） 

盐湖股份 

建设银行 6300*****8862 一般户 

75,000,000.00 

1,175,415.14 

建设银行 6305*****0135 一般户 65,747.77 

建设银行 6300*****4353 一般户 737,377.84 

中信银行 7590*****7689 一般户 385,843.32 

进出口银

行 
2110*****7390 一般户 0.00 

农业银行 9000*****1049 一般户 333.53 

光大银行 5582*****8339 一般户 6,159.91 

华夏银行 1146*****1238 一般户 2,060.01 

民生银行 6982*****5906 一般户 42,935.54 

民生银行 6980*****9773 一般户 1,009,104.44 

兴业银行 6320*****4144 一般户 43,761.07 

青海银行 4000*****1018 一般户 7,218.80 

招商银行 9319*****0605 一般户 0.00 

交通银行 6318*****2359 一般户 1,140.62 

招商银行 9319*****0619 一般户 108.18 

招商银行 9319*****0909 一般户 89,473.54 

招商银行 9319*****0301 一般户 1,408.99 

招商银行 9319*****0866 一般户 2,041.24 

浦发银行 3501*****2001 一般户 2,416,818.78 

建设银行 6300*****6888 一般户 1,782.16 

交通银行 6318*****4813 一般户 3,975,202.74 

青海盐湖海纳化

工有限公司 
光大银行 5582*****4639 一般户 2,500,000.00 1,534,912.50 

青海盐湖机电装

备技术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6318*****0175 一般户 

33,000,000.00 
1,368,478.16 

浙商银行 8210*****4480 一般户 129,996.49 

合  计： 110,500,000.00 12,997,320.77 

2、冻结原因 

（1）经公司核查，法院裁定冻结金额合计 75,000,000.00 元的被冻结账户原

因，系中国化学工程第七建设有限公司诉称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青海盐湖镁

业有限公司（简称“盐湖镁业”）存在建筑施工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并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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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将公司及盐湖镁业部分银行账户冻结。盐湖镁业银行账户冻

结情况具体参见公司 2019-046 号公告。 

（2）其他银行账户冻结情况系通过银行账户网银查询的方式获悉公司银行

帐号被冻结事宜，并未收到有关的法院正式法律文书，暂不能确认账户被冻结的

具体原因等内容。 

3、银行账户累计被冻结情况 

经公司核查，公司子公司青海盐湖机电装备技术有限公司尾号 1126、6382

及子公司青海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尾号 1187 的银行账户已解除冻结。截至公司 9

月 30 日 2019-060 号公告，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被冻结银行账户 70 个，合计实际

被冻结金额为 200,084,149.51 元。 

4、银行贷款逾期的基本情况 

单位：元 

债权银行 债务人 逾期本金 逾期时间 逾期债务类型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青海省分行 
盐湖股份 100,000,000.00 2019年 9月 26日 流贷 

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青海省分行 
盐湖股份 24,633,597.47 2019年 9月 25日 流贷 

5、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公司及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结对公司资金周转及经营管理造成了一定

的影响。在账户被冻结事项解除之前，尚不排除后续或有公司其他账户资金被冻

结的情形。账户冻结涉及的诉讼案件目前尚未开庭审理，公司将根据本案进展情

况并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2）因债务逾期，公司可能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

封等事项，也可能需支付相关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可能对公司经营管理及信

用状况造成不利影响，增加公司的财务费用，同时进一步加大公司资金压力。 

（三）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2019 年 9月 30 日，公司发布《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法院裁定受

理公司重整暨股票被继续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1），主

要内容如下： 

 2019 年 9月 30 日，公司收到西宁中院送达的（2019）青 01破申 2 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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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裁定书》及（2019）青 01破 2 号《决定书》，西宁中院裁定受理债权人格尔木

泰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实业”或“申请人”)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并

指定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盐湖股份管理人。《民事裁定书》、《决

定书》具体内容，详见发行人公告编号为 2019-061的公告。 

1、重整对公司的影响 

（1）股票交易 

公司 2017年度、2018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第 13.2.1 条第（一）项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被实施退

市风险警示。公司因被法院裁定重整，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3.2.1 条第（十

一）项的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为“*ST盐湖”，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为 5%。 

（2）停复牌事项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2 号——停复牌业务》(以

下简称“《停复牌指引》”)第十条的相关规定，公司重整期间原则上股票不停牌。

公司应当分阶段披露重整事项的进展，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确需申请停牌的，

公司将按《停复牌指引》的规定披露具体停牌理由、重整事项进展和预计复牌时

间等内容，停牌时间不得超过 5个交易日。 

2、风险提示 

（1）公司股票存在暂停上市的风险 

因公司 2017年度、2018年度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净利

润均为负值，公司股票已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 2019

年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继续为负值，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1.1 条的规定，

公司股票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2）公司股票存在终止上市的风险 

如果公司股票被暂停上市，且暂停上市后首个年度（即 2020年度）存在《股

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公司股票将面临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 

法院已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如果公司顺利完成重整，将有助于改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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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结构。若重整失败，公司将存在被西宁中院宣告破产的风险。如果公司

被宣告破产，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4.4.1 条第（二十三）项的规定，公司

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华林证券作为“12 盐湖 01”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

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职责，在获悉上述事项后，及时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因华林证券未取得

各投资人的相关授权，特通过本报告提示“12 盐湖 01”投资者：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破产法》第四十六条，未到期的债权，在破产申

请受理时视为到期，付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停止计息。因此，“12 盐湖

01”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到期并停止计息。 

2、盐湖股份重整案债权申报与审查工作目前已经启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及西宁中院（2019）青 01 破 2 号《公告》，公司债权

人应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前向盐湖股份管理人申报债权，相关债权申报事宜请各

位投资人关注有关通知，及时申报债权，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华林证券将继续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的

职责，最大程度保护“12 盐湖 01”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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