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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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银亿房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

件以及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招

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招商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

的从上述文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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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股份”、“公司”、“发行人”）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领取了甘肃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新《营业执照》，由“银亿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更名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称变更后，公司法律主体未发

生变化，公司名称变更前以“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名义开展的合作继续有

效，债权债务关系、签署的合同不受名称变更的影响，仍将按约定的内容履行。 

2019 年 4 月 30 日公司披露了《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

联方资金占用触发其他风险警示情形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9-051），公司自查发现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的情形。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第 13.3.1 条、第 13.3.2 条规定，

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对公司股票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停牌 1 天，并于 2019 年 5 月 6 日复牌恢复交易。实施风险警示的起

始日为 2019 年 5 月 6 日，同日起公司股票简称由“银亿股份”变更为“ST 银亿”，

股票代码仍为“000981”。 

2019 年 8 月 13 日公司披露了《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债券后续转让安

排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55），“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和“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作为特定债券，债券简称



由“15 银亿 01”、“16 银亿 04”、“16 银亿 05”和“16 银亿 07”相应变更为“H5 银亿

01”、“H6银亿 04”、“H6 银亿 05”和“H6银亿 07”，债券代码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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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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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存续期内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598 号”文核准，银亿房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原债券简称：“15

银亿 01”、债券代码：112308，现债券简称：H5 银亿 01）的发行，发行金额 3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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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公司未能按时足额兑付“15 银亿 01”2018 年回售本金，未回

售部分已通过持有人会议加速到期表决。 

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原债券简称：“16

银亿 04”、债券代码：112404，现债券简称：H6 银亿 04）的发行，发行金额 7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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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该期债券已通过持有人会议加速到期表决，公司未能按时足

额兑付“16 银亿 04”2019 年回售本息及未回售部分利息。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016 年 7 月 1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原债券简称：“16

银亿 05”、债券代码：112412，现债券简称：H6 银亿 05）的发行，发行金额 4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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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该期债券已通过持有人会议豁免加速到期，但存在发行人未

能按照会议议案按期完成全部相应资产质押登记手续的情况；另公司未能按时足

额兑付“16 银亿 05”2019 年回售本息及未回售部分利息。 

2016 年 8 月 19 日-2016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原债券简称：“16 银

亿 07”、债券代码：112433，现债券简称：H6 银亿 07）的发行，发行金额 4 亿

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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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该期债券已通过持有人会议豁免加速到期，但存在发行人未能

按照会议议案按期完成全部相应资产质押登记手续的情况；另公司未能按时足额

兑付“H6银亿 07”2019 年回售本息及未回售部分利息。 



二、重大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 01 月 02 日披露的《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为公

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2），发行人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

保，具体情况如下： 

1.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1）对外担保一 

2017 年 1 月,发行人向中建投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建投信托”）

申请不超过 50,000 万元的信托贷款。现因经营发展需要，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宁

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亿房产”）、新疆银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银亿房产”）、宁波银亿世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银亿世纪投资”）、宁波江北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

银亿房产”）、宁波银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亿建设”）、大

庆同景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庆同景投资”）拟分别以其名下的部分

资产共同为该笔信托贷款余额 49,9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至该笔信托贷

款余额偿还完毕之日止。 

（2）对外担保二 

2017 年 11 月，发行人向中建投信托申请不超过 55,000 万元的信托贷款。 现

因经营发展需要，发行人子公司宁波银亿新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新

城置业”）拟以其名下的部分资产为该笔信托贷款余额 39,690 万元提供担保，担

保期限为至该笔信托贷款余额偿还完毕之日止。 

2.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作为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017,891.30 2,019,126.38 

负债总额 407,669.36 413,905.33 

或有事项 436,605.81 441,002.18 

净资产 1,610,221.94 1,605,221.04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26,641.44 -6,704.90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净利润 -27,656.77 -5,000.90 

    3.合同的主要内容 

（1）对外担保一涉及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宁波银亿房产、新疆银亿房产、银亿世纪投资、江北银亿

房产、宁波银亿建设、大庆同景投资拟与中建投信托签订《抵押合同》，宁波银

亿房产拟与中建投信托拟签订《质押合同》，共同为该笔信托贷款余额 49,90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至该笔信托贷款余额偿还完毕之日止。新增的抵质押

资产详情如下： 

1）宁波银亿房产名下的 69 个车位不动产产权，合计账面原值为 690 万元，

累计折旧为 0，账面净值为 690 万元，评估价值为 897.00 万元；2）新疆银亿房

产名下的 8 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合计账面原值为 7,603.38 万元，累计折旧为 0，

账面净值为 7,603.38 万元，评估价值为 9,918.40 万元；3）银亿世纪投资名下的

112 套商铺不动产产权，合计账面原值为 8,641.22 万元，累计折旧为 0，账面净

值为 8,641.22 万元，评估价值为 21,929.2 万元；4）江北银亿房产名下的 29 个车

位不动产产权，合计账面原值为 588.12 万元，累计折旧为 0，账面净值为 588.12

万元，评估价值为 435 万元；5）宁波银亿建设下的 203 个车位不动产产权，合

计账面原值为 3,159.92 万元，累计折旧为 0，账面净值为 3,159.92 万元，评估价

值为 1,168 万元；6）大庆同景投资名下的 45 套商铺不动产产权，合计账面原值

为 4,764.18 万元，累计折旧为 402.31 万元，账面净值为 4,361.87 万元，评估价

值为 11,232.3 万元；7）宁波银亿房产持有的新疆银亿房产 100%股权。 

（2）对外担保二涉及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行人下属子公司银亿新城置业拟与中建投信托签订《抵押合同》，为该笔

信托贷款余额 39,690 万元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至该笔信托贷款余额偿还完毕

之日止。新增的抵押资产详情如下： 

银亿新城置业名下的 247 套商铺不动产产权，合计账面原值为 22,077.11 万

元，累计折旧为 0，账面净值为 22,077.11 万元，评估价值为 32,095.55 万元。 

4.董事会意见 

发行人董事会认为宁波银亿房产、新疆银亿房产、银亿世纪投资、江北银亿

房产、宁波银亿建设、大庆同景投资、银亿新城置业为本次信托贷款提供担保不



会产生不利影响。本次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发行人及项目公司稳健经营发展，

符合发行人和股东的利益需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等相关规定。 

同时，发行人已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发行人《银亿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 

5.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1 月 2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698,650.07 万元，

占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总额 1,506,557.25 万元的

46.37%，其中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573,884.50

万元，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0 万元，发行

人及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124,765.57 万元。同时，发行人逾期

担保余额为 139,090 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余额为 121,590 万元，其中包括判决

书中需承担的本金 18,000 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20-002）。 

（二）公司控股股东以资抵债暨关联交易标的完成过户 

根据发行人 2020 年 01 月 04 日披露的《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以

资抵债暨关联交易标的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发行人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签署<股权转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发行人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披露的《关于签署<股权转

让暨以资抵债协议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08））中的标的

资产山西凯能 100%股权的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已经全部完成。截

至目前，发行人持有山西凯能 100%股权。 

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告原文（公告编号：2020-00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规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招商证券

作为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并提示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