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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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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柳梧新区国际总部城 3 幢 1 单元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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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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或“利源精制”）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由受托管理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华林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监管机构、公开市场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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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林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华林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一、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名称：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利源债”） 

发行规模：10亿元人民币 

债券期限：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回售情况：2017年9月22日回售2,599,940张，回售金额：276,893,610元（含

利息) 

债券余额：人民币74,000.60万元 

信用评级情况：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定，发行时主体及债项评级均

为AA，目前主体及债项评级均为C。 

发行利率：调整前6.5%，调整后7% 

发行日期：2014年9月22日 

上市时间和地点：2014年12月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付息日：2015年至2019年每年的9月22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5年至2017年的9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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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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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2017年9月22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违约情况：14利源债2018年9月22日未能按时支付2018年度利息，且于2019

年9月22日本金及利息到期无法偿付，已构成实质违约。 

二、利源精制涉及诉讼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利源精制于2019年11月26日发布了《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

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5），公告主要内容为： 

利源精制及全资子公司沈阳利源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利

源”）近期收到法院、债权人发出的《起诉状》、《裁定书》、《判决书》等材料。诉

讼有关情况如下： 

（一）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1、进出口银行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中国进出口银行（以下简称“进出口银行”） 

被告：利源精制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4年 9月 3 日，进出口银行与利源精制签订《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利源

精制向进出口银行借款用于轨道交通车体材料深加工项目，进出口银行授权中国

进出口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向利源精制放贷 26,000,000 欧元，期限 66 个月。外币

贷款利率按 6 个月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加 400BP 确定，每半年确定一次。罚

息利率从贷款逾期之日起在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加收 50%作为罚息率。同日，进出

口银行与利源精制签订五份《在建工程抵押合同》，合同约定利源精制将坐落在

辽源市民营经济开发区西宁大路的车头大部件车间等在建工程抵押给进出口银

行，并于 2014 年 9 月 9 日办理了抵押登记。2019 年 8 月 29 日，进出口银行与

利源精制签订了《补充协议》对借款还款计划进行了调整。利源精制未按照借款

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承担还款责任，进出口银行多次催收未果。 

（3）诉讼请求 

○1 宣布贷款提前到期，判令利源精制偿还截止 2019 年 10 月 24 日的借款本

金、利息、罚息、复利及进出口银行自 2019 年 10 月 25 日直至本息全部清偿之

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金额总计 76,166,594.65元； 

○2 判令进出口银行依法对利源精制提供的在建工程抵押物享有优先受偿权；

○3 判令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利源精制承担。 

（4）判决或裁定情况 

相关事项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判决或裁定结果。 

2、沈阳信拓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沈阳信拓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信拓”） 

被申请人：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沈阳信拓与沈阳利源于 2018 年 5 月 5 日签署《咨询服务合同》一份，合同

约定沈阳信拓为沈阳利源提供 2018 年度沈阳市新兴产业项目申报的技术咨询服

务，沈阳利源在获得政府资金补贴后十个工作日内，按补贴总额的 25%一次性支

付原告全部技术咨询服务费，合计人民币 174.6万元，沈阳信拓提供等额的正式



 

 

发票。沈阳利源于 2018 年 10 月 30 日收到沈阳市财政局的政府资金补贴人民币

697.6万元。在履行合同过程中，沈阳利源支付了 50万元的服务费后以资金紧张

为由，一直未支付剩余咨询费用，共计人民币 124.6万元。 

（3）诉讼请求 

○1 判令沈阳利源按合同约定立即偿还尚未支付的技术咨询服务费人民币

124.6万元以及延迟支付产生的滞纳金人民币 121.5万元，共 246.1 万元； 

○2 判令沈阳利源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4）判决或裁定情况 

沈阳市浑南区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1 月 22 日开庭审理此案，目前尚无判决

或裁定结果。 

3、航天凯天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天凯天”） 

被告：沈阳利源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6年 7月 25 日，航天凯天与沈阳利源签订《空调设备采购及安装合同》，

约定航天凯天承揽沈阳利源三标段厂房空调安装及设备供应工程，工程总造价

3,883 万元。合同签订后，航天凯天积极组织竣工，期间由于沈阳利源原因曾导

致工期拖延，但至 2016年 11月 20日已经安装完成，同年 12月 1日沈阳利源安

排业务部门进行了验收，设备已经投入使用；2018 年 1 月 5 日，全部验收调试

完毕。截止起诉日，沈阳利源累计应支付货款和安装费用 25,200,410.00 元，尚欠

8,629,590.00元。 

（3）诉讼请求 

○1 判令沈阳利源立即支付空调设备及安装费尾款 8,629,410.00元，支付违约

金 1,691,500.00元； 

○2 判令沈阳利源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诉讼保全担保费。 

（4）判决或裁定情况 

相关事项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判决或裁定结果。 

4、盛京万泉支行诉讼的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万泉支行（以下简称“盛京万泉支行”）

被告：沈阳利源、利源精制、王民、张永侠 

（2）诉讼背景及事由 

2018年 2月 7 日，盛京万泉支行与沈阳利源签订了一份额度为 3亿元的《授

信合同》，有效期 3 年。同日，双方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沈阳利源以位于沈

北新区蒲河路158-39号等在建工程及其所占有土地抵押给盛京万泉支行。同日，

盛京万泉支行分别与利源精制、王民、张永侠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利源精制、

王民、张永侠对沈阳利源的债务承担债务连带保证责任。2018年 2 月 11日，盛

京万泉支行与沈阳利源签订了《借款合同》，盛京万泉支行向沈阳利源提供人民

币 300,000,000 元的借款，借款期限自 2018 年 2 月 11 日至 2019 年 2 月 10 日，

借款实际执行年利率为 6.5%。2019 年 2月 3日，盛京万泉支行与沈阳利源、利

源精制、王民、张永侠签订了展期合同，约定盛京万泉支行对沈阳利源提供人民

币 300,000,000元的借款，展期期限自 2019年 2月 10日至 2020年 2月 9日，借

款展期利率为 6.5%。上述合同签订后，盛京万泉支行履行了放宽义务，但沈阳

利源自 2019年 7月 20日开始未按时依据借款合同约定还款。截止 2019 年 10月

20日，尚欠借款本金及利息合计人民币 306,606,733.35元。 

（3）诉讼请求 

○1 判令沈阳利源向盛京万泉支行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 300,000,000 元； 

○2 判令沈阳利源向盛京万泉支行支付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 20 日的利息人民

币 6,606,733.35元（2019年 10月 20日之后的逾期利息、复利按合同执行利率的

1.5倍即 9.75%计算至借款实际结清之日止）； 

○3 判令沈阳利源向盛京万泉支行支付违约金人民币 60,000,000 元； 

○4 判令盛京万泉支行对沈阳利源抵押的在建工程及其所占有的土地享有优

先受偿权； 

○5 判令利源精制、王民、张永侠对沈阳利源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 判令沈阳利源、利源精制、王民、张永侠负担盛京万泉支行行使、实现债

权的全部费用。 

（4）判决或裁定情况 

相关事项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判决或裁定结果。 

5、辽源工行仲裁的进展情况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31 日公告的《2019 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了该仲裁的

基本情况。 

（2）判决或裁定情况 

2019年 10月 23日辽源仲裁委员会做出裁决： 

○1 利源精制立即支付给辽源工行已经到期的借款 1亿元人民币，准予辽源工

行提前解除尚未到期人民币 1亿元的借款合同，利源精制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立

即支付给辽源工行四次借款共计 2亿元人民币； 

○2 利源精制在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立即支付给辽源工行借款 2 亿元的

利息和罚息； 

○3 驳回辽源工行对张永侠，对利源精制借款 2亿元人民币及利息承担连带偿

还责任的请求； 

○4 驳回辽源工行对张永侠及王建新在继承王民的遗产范围内对借款 2 亿元

人民币及利息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请求； 

○5 如果未按裁定指定的期间履行借款本金及利息的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利息。本案辽源工行支付的仲裁费 637,868.00元，由利源精制承担，与

上诉款项一并履行。 

6、辽源东星诉讼的进展情况 

（1）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31日披露了该诉讼的基本情况，《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

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及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 

（2）判决或裁定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收到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于 2019年 10月 26日做出判决： 

○1 沈阳利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给付辽源东星工程款

7,194,303.25元； 

○2 沈阳利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一次性给付辽源东星工程款逾期利息； 

○3 驳回辽源东星的其它诉讼请求。 

○4 案件受理费 72,428元，由沈阳利源负担。 

如沈阳利源未按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 

（二）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目前利源精制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暂未受到上述诉讼的影响； 

2、未来公司将支付相关违约金、罚息，对公司业务开展造成不利影响，并

影响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 

3、公司积极考虑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与债权人保持积极沟通，力争

尽早解决相关问题。 

三、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华林证券作为“14利源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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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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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上述债券的偿付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

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吉林利源精制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