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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绪言 

重要提示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能达”、“发行人”、“公司”或“本

公司”）董事会成员已批准该上市公告书，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对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上市申请

及相关事项的审查，均不构成对本期债券的价值、收益及兑付作出实质性判断或

任何保证。因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

自行负责。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

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

期债券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最近一期期末净资产为 57.84 亿

元（2018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中的所有者权益合计），合并口径

资产负债率为 59.86%，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为 59.67%；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

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3.00 亿元（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经审计合

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3 元、4.02 万元和 2.45 万元的平

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发行人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

符合相关规定。 

本期债券上市地点为深交所，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

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

算率等事宜将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

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期债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

牌（以下简称“双边挂牌”）上市交易。本期债券上市前，若公司财务状况、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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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绩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本期债券双边挂牌交易，本公司承

诺，若本期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上市前向本公司回售

全部或部分债券认购份额。本期债券上市后的流动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在向深交所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时，已与受托管理人就债券终止上市的

后续安排签署协议，约定如果债券终止上市，发行人将委托该受托管理人提供终

止上市后债券的托管、登记等相关服务。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债券持有人会议、

债券受托管理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等信息，请仔细阅读《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和《海能达

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上述材料投资者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以及巨潮

资讯网网站（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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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ytera 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Limited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北环路 9108 号海能达大厦 

法定代表人： 陈清州 

股票代码： 002583 

股票简称： 海能达 

成立日期： 1993 年 5 月 11 日 

注册资本： 172841.4257 万人民币（2017 年 12 月定增后尚未根据最近情

况进行工商变更） 

总股本： 181573.2191 万人民币 

邮政编码： 518057 

信息披露负责人： 田智勇 

电话号码： 0755-26972999-1247 

传真号码： 0755-86137135 

所属行业： 通信设备制造业 

经营范围： 开发矿用对讲机、防爆通讯产品及配件、无线电通讯器材及

配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不含限制项目）；无线电通讯器材

软件的技术开发；通信工程的咨询和相关的技术服务；系统

集成；计算机软件和通信软件开发；视频监控系统技术开发

和销售及相关的技术咨询和服务（以上各项不含限制项目）；

开发、销售数码产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自有物业租赁（不含限制项目）。̂生产矿用对讲机、防爆通讯

产品及配件、无线电通讯器材及配件；手机、通讯类产品、电

子类产品、执法记录仪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27942218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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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的具体信息，请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海能达通

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第五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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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全称 

债券全称：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 

简称：18 海能 01  

债券代码：112792 

二、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票面总额为 5 亿元。 

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及文号 

本次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901 号”文核准公

开发行。 

四、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簿记管理人

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 

（二）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面向符合《管理办法》规定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开立合格 A 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五、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 

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债券面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平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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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券存续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1、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

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市场情况确定，在债券存续期限前

2 年保持不变；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

期限后 1 年的票面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2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整基点，在债券存

续期限后 1 年固定不变；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

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1 年的票面利率仍维持原票面利率不变。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

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2、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

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办理。 

3、起息日：2018 年 11 月 5 日。 

4、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2021 年 11 月 4

日。若投资者在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8

年 11 月 5 日至 2020 年 11 月 4 日。 

5、付息日：2019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的 11 月 5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2020 年每年的 11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6、兑付日：本期债券到期一次还本。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11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

项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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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特殊权利条款 

（1）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

的第 2 年末调整其后 1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2 个付息

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额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权，则本期债

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2）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

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2 个付息日将其持有的

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2 个付息日即为

回售支付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

作。 

（3）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

公告之日起 5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

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

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

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九、债券信用等级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

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等级和本期债券信用等级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十、募集资金用途 

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公司借款、补充流动资

金等。 

十一、募集资金的验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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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1 月 6 日，发行人出具了《资金到账及责任承诺》，确认截止 2018

年 11 月 6 日止，发行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 亿元整，扣除承销费后募集资

金净额已由主承销商兴业证券汇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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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债券上市核准部门及文号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574 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

起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双边挂牌交易，证券简称为“18 海

能 01”，证券代码为“112792”。 

二、债券上市托管情况 

根据登记公司提供的债券登记证明，本期债券已全部登记托管在登记公司。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 

10 
 

第五节  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4,410,285,166.29 13,929,827,838.62 6,808,136,975.66 4,603,710,643.15 

总负债 8,626,178,832.19 8,279,398,430.08 2,053,205,588.34 2,316,949,854.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783,857,904.31 5,650,180,168.17 4,754,931,387.32 2,286,760,788.71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4,531,309,851.86 5,351,532,254.04 3,435,503,330.27 2,477,556,948.04 

净利润 131,443,865.38 244,862,137.72 401,828,371.83 253,183,736.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1,444,675.96 244,862,897.35 401,828,371.83 253,183,736.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6,475,029.18 -243,261,313.44 -403,875,331.35 59,621,014.6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减少）额 -879,085,010.80 1,026,799,498.68 -40,392,826.69 44,818,127.56 

 

二、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度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03 1.14 2.63 1.46 

速动比率（倍） 0.74 0.87 2.05 1.11 

资产负债率（%） 59.86 59.44 30.16 50.33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1.30 1.95 1.88 2.03 

存货周转率（次） 1.32 2.19 2.23 2.24 

总资产周转率 0.32 0.52 0.60 0.60 

EBITDA（亿元） 5.98 6.65 6.11 4.59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3.48 6.34 14.23 11.43 

注：上述财务指标均以合并报表口径进行计算；2018 年 1-9 月的指标未经年化；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4）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5）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6）总资产周转率=营业收入/总资产平均余额； 

（7）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摊销）/（计

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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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经营利润，关于本期

债券的偿付风险、偿债计划及保障措施，请参考本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披

露的《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第四节  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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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关于本期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请参考本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第四节  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

之“一、增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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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诚信证评”）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

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

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

化以及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本期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年度报告

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此外，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中

诚信证评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担保主体以及本期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

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发行主体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相

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在认为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

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根据监管要求或约

定在中诚信证评网站（www.ccxr.com.cn）和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告，且交易所网站

公告披露时间不得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

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级别或公告信用级别暂时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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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关于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相关内容，请参考本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披

露的《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募集说明书》“第九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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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关于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相关内容，请参考本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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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数额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未来资金需求，经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向公

司债券相关监管机构申请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00亿元（含10.00亿元）的公

司债券。 

    本次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包括但

不限于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公司债务、项目建设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

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长期资金，能够有效提高公司

的资金实力，调整负债的期限结构，支持公司的长期发展，提升抗风险能力。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0.00 亿元（含 10.00 亿元），其中拟不超过

8.00 亿元（含 8.00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剩余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本次债券以分期形式公开发行，发行总规模不超过 10 亿元。本期债券为第

一期发行，发行规模为 5.00 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不超

过 3.00 亿元（含 3.00 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拟不超过 2.00 亿元（含 2.00 亿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一）发行人拟不超过3.00亿元（含3.00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发行人拟偿还的公司债务明细如下表： 

单位：万元/人民币 

借款单位 金额 贷款银行 借款日/起息日 到期日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建设银行上步支行 2017-11-08 2018-11-06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06 2018-11-06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500.00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06 2018-11-06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10 2018-11-09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10 2018-11-09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邮储银行宝安区支行 2017-11-13 2018-11-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13 2018-11-1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7,400.00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13 201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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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13 2018-11-1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13 2018-11-1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16 2018-11-16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中信银行盐田支行 2017-12-06 2018-11-17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7,400.00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20 2018-11-20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20 2018-11-20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华夏银行科技园支行 2017-11-21 2018-11-2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渣打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22 2018-11-2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2017-12-05 2018-12-05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华夏银行科技园支行 2017-12-06 2018-12-06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建设银行上步支行 2017-12-08 2018-12-07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4,600.00 华夏银行科技园支行 2018-04-10 2018-12-1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7,500.00 邮储银行宝安区支行 2018-01-02 2019-01-0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2018-01-02 2019-01-0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民生银行深圳深南支行 2018-01-02 2019-01-0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00 广发银行深圳分行 2018-03-05 2019-01-05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7-01-09 2019-01-09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4,0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7-01-09 2019-01-09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民生银行深圳深南支行 2018-01-12 2019-01-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农业银行凤凰支行 2018-01-24 2019-01-2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 平安银行深圳分行 2018-01-31 2019-01-3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000.00 光大银行高新技术园支行 2018-02-02 2019-02-0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农业银行凤凰支行 2018-02-06 2019-02-05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 汇丰银行深圳分行 2018-08-21 2019-02-2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兴业银行八卦岭支行 2018-03-08 2019-03-08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0,600.00 农业银行凤凰支行 2018-03-13 2019-03-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5,500.00 农业银行凤凰支行 2018-03-22 2019-03-21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998.00 工商银行深圳高新园支行 2018-04-02 2019-03-27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民生银行深圳深南支行 2018-03-28 2019-03-28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887.50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6-05-12 2022-05-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88.75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6-05-17 2022-05-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53.75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6-08-19 2022-05-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23.38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6-12-05 2022-05-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6.25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7-04-01 2022-05-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35.00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7-06-05 2022-05-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81.25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7-08-21 2022-05-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65.00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7-11-13 2022-05-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8-02-06 2022-05-12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3,053.85 中国进出口银行深圳分行 2017-05-23 2024-05-23 

合计 223,492.73 - - - 

如因募集资金到位与预计时间不一致，发行人需要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上表

之外的借款等，发行人将本着优化公司债务结构、节约公司利息费用等原则，经

债券持有人会议通过或全体债券持有人书面确认等形式安排偿债范围调整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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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拟不超过2.00亿元（含2.00亿元）进行补充流动资金 

近年来，公司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对流动资金需求逐步增加。为提升公司短

期偿债能力，降低偿债风险，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不超过 2.00 亿元（含 2.00 亿

元）将用于补充公司的流动资金，保障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同时，促进技术

研发和海外市场拓展，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公司业务的持续运作提供更好的

支持。 

三、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安排 

公司指定如下账户用于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及兑息、兑付资金的归集和管

理： 

账户名称：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账户名称：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 

账户名称：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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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

本期债券的按期足额还本付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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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本期债券发行的相关机构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当事人，请参考本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披露

的《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募集说明书》“第一节 发行概况”之“四、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清州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北环路9108号海能达大厦 

联系人：田智勇 

电话：0755-26972999-1247 

传真：0755-86137135 

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受托管理人：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住所：福州市湖东路268号 

联系人：魏炜、胡勇锋 

电话：021-38565523 

传真：021-38565900 

三、分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照星 

住所：东莞市莞城区可园南路一号 

联系人：吴昆晟 

电话：021-50155120 

传真：021-5015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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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马卓檀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22、24层 

签字律师：许成富、程静 

电话：0755-83515666 

传真：0755-83515333 

五、发行人会计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会计事务所负责人： 杨剑涛 

主要经营场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2号楼4层 

签字注册会计师：桑涛、徐凌、彭中、蔡繁荣 

电话：0755-83732888 

传真：0755-82237546 

六、担保人：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大厦23楼2308房 

联系人：鲍朗舒 

电话：0755-82852451 

传真：0755-82852555 

七、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衍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工业园区郏一工业区7号3幢1层C区113室 

联系人：张晨奕、芦婷婷 

电话：021-60330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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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真：021-60330991 

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负责人：区瑞光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6 号富春东方大厦一、二、十一、

十七层 

联系人： 王静泓 

联系电话：18988777978 

传真：0755-86382830 

账户名称：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科技园支行 

负责人：许泽星 

主要经营场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中区科苑路科兴科技园B栋G层45号铺 

联系人： 王奕琼 

联系电话：0755-86955106 

传真：0755-86568331 

账户名称：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负责人：罗刚 

主要经营场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666号附楼103单元，2层310单元 

联系人： 何晓波 

联系电话：020-23382182 

传真：020-23382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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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王建军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 

电话：0755-82083333 

传真：0755-82083667 

十、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 

负责人：周宁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深南大道201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广场25楼 

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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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发行人最近三年的审计报告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二）主承销商出具的核查意见； 

（三）法律意见书； 

（四）资信评级报告； 

（五）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六）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七）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八）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担保合同和担保函； 

（九）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和审计报告。 

二、备查文件的查阅时间及地点 

（一）查阅时间 

本期债券发行期限内。 

（二）查阅地点 

发行人：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北环路9108号海能达大厦 

法定代表人：陈清州 

联系人：田智勇 

联系电话：0755-26972999-1247 

传真：0755-86137135 

邮政编码：518057 

 

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长柳路36号兴业证券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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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杨华辉 

联系人：魏炜 

联系电话：021-38565523 

传真：021-38565900 

邮政编码：200135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