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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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

议》、《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等相关

规定和约定、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西部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发行人”、“公司”或“本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

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

证券”）编制。东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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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就该

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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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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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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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准文件及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的发行经发行人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并经 2015 年 6 月 5 日召开的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董事会决议、股东大会决议分别于 2015 年 5 月 20 日和 2015 年 6 月 6 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并刊登于同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总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公司债券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2015]1938 号文核准。 

二、本期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品

种二）（简称为“15 西部 02”）。 

2、债券简称及代码：本期债券品种二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

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以下简称“3+2 年期品种”），债券简称“15 西部 02”，债券代码

为 112283，发行规模为 25.70 亿元。 

3、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总规模为 40 亿元，其中 3+2 年期品种发行规模为 25.70

亿元。 

4、债券期限：3+2 年期品种发行期限为 5 年期。 

5、票面利率：本期发行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及其支付方式由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发行

前市场情况共同协商确定。3+2 年期品种最终票面利率为 4.08%。 

6、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100 元。 

7、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发行。 

8、债券形式：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

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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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起息日：2015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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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付息日期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9 月 22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期为自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9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计息期限：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计息期限为 2016 年至 2020 年的 9 月 22 日

止，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16 年至 2018 年的 9 月

22 日止。 

12、兑付日期：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9 月 22 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8 年 9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3、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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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 3+2 年期品种，若投资者

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支付日

2018 年 9 月 22 日一起支付。 

14、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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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6、本期债券发行时的信用等级及评级机构：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评级”）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联合评字

[2015]299 号），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债券信用等级为 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

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在评级报告正式出具后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17、最新跟踪评级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联合评级将在每年西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发布年度报告后2个月内对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

踪评级。 

根据联合评级出具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级报告》，维持

公司债券“15 西部 02”债项信用等级为 AAA，维持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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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9、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 

21、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22、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本期债券上调票面利率及投资者回售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西部证券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2018 年 8 月 13

日、2018 年 8 月 14 日公告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5 西部 02”票面利率上调和

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54）、《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15 西部 02”票面利率上调和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18-055）、《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5 西部 02”票面利率上调和投资者回售实

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投资者可在回售申报期（即 2018 年

8 月 13 日至 2018 年 8 月 15 日）选择将持有的“15 西部 02”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

售价格为人民币 100 元/张（不含利息）。本次回售申报期内不进行申报的，视为放弃回售

选择权，继续持有“15 西部 02”并接受公司关于本期债券 15 西部 02 上调票面利率为 4.60%

的决定。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回售申报数据，“15 西部 02”的回售数量为 2,929,150 张，回售金额为人民币

304,865,932.00 元（含利息），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剩余托管量为 22,770,850 张，托管金

额为人民币 2,277,085,000.00 元。 

2018 年 9 月 25 日为回售资金到账日（因 2018 年 9 月 22 日为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目前公司已经完成本期债券的 2018 年度付息及回售的兑付。本期债

券品种二的剩余本金为 22.77085 亿元，票面利率为 4.60%。 

四、本次公司债券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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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19 年 10 月 30 日公告的《关于计提 2019 年第三季度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公告编号 2019-086），发行人于 201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 2019 年第三季度资产减值准

备的提案》。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合计计提各类资

产减值准备 30,059.17 万元，共减少当期合并报表利润总额 30,059.17 万元。具体如下： 

（一） 金融资产减值准备 

1、按账龄组合计提减值准备的项目： 

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因收回款项，冲回减值准备 0.23 万元。 

2、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项目 

质押股票“信威集团”融出资金本金。公司对该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将

账面价值和 2019 年 9 月 30 日收盘价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经测算，该项资产本

期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24,640.00 万元。 

质押股票“中南文化”融出资金本金。公司对该金融资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并将

账面价值和 2019 年 9 月 30 日收盘价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减值损失。经测算，该项资产本

期计提减值准备人民币 652.80 万元。 

公司二级市场买入持有的债券“17 印纪娱乐 CP001”因企业违约，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1,342.72 万元。 

公司二级市场买入持有的债券“17 华业资本 CP001”因企业违约，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226.01 万元。 

3、单项金额不重大并单项计提减值准备的项目 

应收融资融券客户款，虽单项金额不重大（未超过 1,000 万元），但根据款项性质，

对其单项计提减值准备，根据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

备。本期因收回款项，冲回减值准备 1.32 万元。 

4、融出资金和股票质押式回购减值准备 

融出资金及股票质押式回购的减值准备根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管理办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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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本期共计计提减值准备 65.62 万元。其中，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本期冲回减值准备

15.06 万元；融出资金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80.68 万元。 

5、债权投资及其他债权投资的减值准备 

根据公司《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期共计计提减值准备 3,133.57

万元。其中：公司二级市场买入持有的债券“16 申信 01”因企业违约，根据其未来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减值准备，本期计提减值准备 3,129.93 万元。 

（二）其他资产减值准备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商誉在报告期内均不存在减值迹象。 

（三）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计提上述金融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19 年第三季度利润总额人民币 30,059.17

万元，将减少公司净利润人民币 22,544.38 万元，以上数字均未经审计。 

目前，公司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该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

不确定性。发行人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东吴证券作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上述

相关事项后，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并根据有关规定出具本受托管理临时报告。 

东吴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

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五、债券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债券受托管理人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叶本顺 

联系电话：0512-62938580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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