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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发行人于2019年4月公告的《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

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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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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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债券概要 

一、发行人名称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太极实业”）。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监会2014年3月10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4]267号”文核准，公司

获准于境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5亿元的公司债券。 

三、债券的主要内容 

（一）太极实业2013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债券名称：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3 太极 01、122306。 

3、发行规模：人民币 2.5 亿元。 

4、债券期限：期限为 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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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债券利率：票面利率确定为 6.25%/年，为固定利率，在其存续期的前 3

年内固定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

后 2 年票面利率为前 3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其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如

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

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6、票面金额：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7、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8、债券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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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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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4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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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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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

的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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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9 年 6 月 9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7 年 6 月 9 日。 

12、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9 年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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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6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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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4 年 6 月 9 日至 2019 年 6 月 8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4 年 6 月 9 日

至 2017 年 6 月 8 日。 

14、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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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

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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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16、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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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18、担保情况：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产业集团”）

为发行人本期债券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9、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金诚”）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 AA+。 

20、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中德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21、募集资金用途：公司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

借款。 

（二）太极实业2013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1、债券名称：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3 太极 02、122347。 

3、发行规模：人民币 2.5 亿元。 

4、债券期限：期限为 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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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债券利率：票面利率确定为 5.25%/年，为固定利率，在其存续期的前 3

年内固定不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

后 2 年票面利率为前 3 年票面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其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如

发行人未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在其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率

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6、票面金额：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7、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8、债券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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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认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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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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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4 年 12 月 3 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5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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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至 2017 年每年

的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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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1、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9 年 12 月 3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7 年 12 月 3 日。 

12、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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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12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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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4 年 12 月 3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4 年 12 月 3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 日。 

14、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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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于

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

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

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

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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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

规定办理。 

16、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将于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

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7、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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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

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18、担保情况：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发行人本期债券提供无条件的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19、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20、债券受托管理人：发行人聘请中德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21、募集资金用途：公司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银行

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四、债券回售情况 

2017年4月25日，公司发布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太极

01”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不上调的公告》，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

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为6.25%，并在本期债券后续期限固定不变。2017年5月3

日，公司发布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太极01”公司债券回售

的公告》。2017年5月4日、2017年5月5日以及2017年5月6日，公司分别发布了《无

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太极01”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

告》、《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太极01”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

示性公告》、《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太极01”公司债券回售的第

三次提示性公告》。2017年6月3日，公司发布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3太极01”公司债券回售结果的公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3太极01”的回售数量为0张，回售

金额为人民币0元。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3太极01”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并交易的数量不变，仍为2,500,000张。 

2017年10月25日，公司发布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太极

02”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不上调的公告》，发行人选择不上调票面利率，即本期债

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为5.25%，并在本期债券后续期限固定不变；同日，公司

发布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太极02”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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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27日、2017年10月28日以及2017年10月31日，公司分别发布了《无锡

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太极02”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太极02”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

公告》、《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3太极02”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

提示性公告》。2017年11月28日，公司发布了《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13太极02”公司债券回售结果的公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3太极02”的回售数量为163,273手，

回售金额为163,273,000元。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3太极02”债券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为86,727手（面值为人民币86,72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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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2018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WUXI TAIJI INDUSTRY LIMITED CORPORATION 

注册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401号21层 

注册资本： 人民币2,106,190,178元 

法定代表人： 赵振元 

成立日期： 1993年7月26日 

办公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兴源北路401号21层 

邮政编码： 214000 

电话号码： 0510-85419120 

传真号码： 0510-85430760 

互联网网址： www.wxtj.com 

股票上市地：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太极实业 

股票代码： 600667 

经营范围： 

化学纤维及制品、化纤产品、化纤机械及配件、纺织机械及

配件、通用设备、电机、汽车零配件的制造、加工；机械设

备的安装、维修服务；纺织技术服务；化纤的工艺设计、开

发；针纺织品、纺织原料（不含棉花、蚕茧）的制造、加工、

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仪器仪表、电子产品

及通信设备（地面卫星接收设施外）、建筑用材料、塑料制

品、金属材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http://www.wxt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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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机械设备租赁（不含融资性租赁）；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 

二、发行人2018年度经营情况 

（一）主要业务情况 

为了突出主营业务、做好公司优势业务和强化各板块业务协同，公司于 2018

年12月完成原子公司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太极”）100%

股权及相关资产对外挂牌出售，公司主营业务不再包括涤纶化纤业务。截至 2018

年末，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半导体业务、工程技术服务业务、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

务，其中工程技术服务和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两类业务系公司收购十一科技后新增

的业务板块。各业务板块内容主要如下： 

1、半导体业务 

半导体业务依托子公司海太半导体（无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太半导

体”）和太极半导体（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极半导体”）开展，其中海

太半导体从事半导体产品的封装、封装测试、模组装配和模组测试等业务；太极

半导体从事半导体产品的封装及测试、模组装配，并提供售后服务。 

根据公司子公司海太半导体与 SK Hynix Inc.（以下简称“海力士”）签订的

《第二期后工序服务合同》，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海太半导

体以“全部成本+固定收益（总投资额的 10%）”的盈利模式为海力士及其关联

公司提供半导体后工序服务。2018 年，海太半导体封装、封装测试最高产量分

别达到 13.1 亿颗/月（1GEq）、11.7 亿颗/月（1GEq），相比 2017 年分别增长 21%、

12%。海太公司半导体业务显著的规模效应带来了稳定增长的现金流。根据中国

半导体行业协会的统计，海太半导体位列“2017 年国内十大封装测试企业”第

八名。 

此外，公司 2013 年独立发展的太极半导体平台，将继续积极拓展公司在半

导体业务领域的范围和规模，打造公司新的半导体业务增长点，为公司半导体业

务的独立开展做出积极探索。 

2、工程技术服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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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技术服务业务集中于子公司十一科技，经营方式为承接工业与民用工程

建设项目的工程咨询、设计、监理、项目管理和工程总承包业务，主要服务于电

子高科技与高端制造、生物医药与保健、市政与路桥、物流与民用建筑、电力、

综合业务等业务领域。 

十一科技作为国内的综合甲级设计院，拥有住建部颁发的《工程设计综合资

质甲级证书》和《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设计业务可以覆盖全国

所有 21 个行业。同时，十一科技拥有良好的市场品牌优势，在电子高科技、太

阳能光伏、生物制药等细分领域的设计和 EPC 市场具备市场领先优势。 

3、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 

光伏电站投资运营业务集中于子公司十一科技，十一科技依托其在光伏电站

设计和总包领域建立起来的品牌、技术优势，于 2014 年开始逐步形成光伏电站

的投资和运营业务。 

十一科技被 365 光伏评选为“2018 中国光伏电站 EPC 总包企业 20 强”第 4

名、“2018 全球光伏企业 20 强（综合类）”第 16 名以及“2018 中国光伏企业 20

强（综合类）”第 13 名等奖项。 

（二）主要业务经营情况 

2018年，公司完成营业收入1,565,196.58万元，同比增长30.07%，其中，主营

业务中主要行业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较 

上年变动 

（%） 

成本较 

上年变动 

（%） 

毛利率较 

上年变动 

（百分点） 

光伏发电 31,802.48 13,845.63 56.46 26.60 13.91 4.85 

工程技术服务 1,039,223.75 920,851.94 11.39 43.87 46.30 -1.47 

半导体 412,579.52 352,279.31 14.62 8.33 5.58 2.23 

三、发行人2018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较上年末变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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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产 1,096,718.76 964,838.73 13.67% 

非流动资产 690,407.48 719,415.61 -4.03% 

资产总计 1,787,126.23 1,684,254.34 6.11% 

流动负债 901,500.01 769,389.57 17.17% 

非流动负债 170,275.92 186,103.84 -8.50% 

负债合计 1,071,775.93 955,493.41 12.1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43,574.83 616,969.98 4.31% 

少数股东权益 71,775.48 111,790.94 -35.79% 

所有者权益合计 715,350.31 728,760.93 -1.84%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较上年变动率 

营业收入 1,565,196.58 1,203,381.94 30.07% 

营业成本 1,357,762.72 1,040,215.32 30.53% 

营业利润 76,748.97 64,258.49 19.44% 

利润总额 76,897.22 63,662.74 20.79% 

净利润 67,466.29 55,213.57 22.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7,292.51 41,779.00 37.13%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7 年 较上年变动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030.67 81,964.98 57.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715.86 -102,250.56 -88.5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863.30 99,678.29 -1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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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一）13太极01 

经中国证监会2014年3月10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4]267号”文核准，发行

人于2014年6月9日至12日公开发行了2.5亿元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6月13日汇入发行人指

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期债券网上发行认购冻结资金、网下配售认购冻结资金以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苏公W[2014]B065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 

（二）13太极02 

经中国证监会2014年3月10日签发的“证监许可[2014]267号”文核准，发行

人于2014年12月3日至5日公开发行了2.5亿元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14年12月8日汇入发行人指

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期债券网上发行认购冻结资金、网下配售认购冻结资金以及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验证，并出具了编号为苏公W[2014]B132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偿还

银行贷款和补充流动资金。 

二、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8年度报告以及相关说明，13太极01及13太极02的募集资金全

部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用途进行使用。截至2018年末，13太极01及13

太极02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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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担保人情况 

13太极01及13太极02由无锡产业集团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蒋国雄 

注册资本：472,067.095343万元 

成立日期：1995年10月5日 

住所：无锡市县前西街168号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营运、重点项目投资管理、制造业和服务

业的投入和开发、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风险投资、受托企业的管理、自营和代理各

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国内贸易（不含国家限制及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无锡产业集团系无锡市人民政府出资组建的、由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无锡市国资委”）代表无锡市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职

责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无锡产业集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为无锡市国

资委。截至2018年末，无锡产业集团直接持有发行人630,094,836股，持股比例为

29.92%，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无锡产业集团主要从事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以及经批准的其他

业务，实际从事的业务涉及汽车零部件、纺织、创投及园区建设和半导体等多个

领域，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汽车零部件、半导体、纺织、工程技术服务及创

投园区等业务板块。截至2018年末，公司下属上市公司2家，分别为太极实业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票代码：000581；B股股票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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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81）。 

二、担保人财务及资信状况 

截至2018年9月30日，无锡产业集团合并口径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623.49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7.34%，所有者权益为265.95亿元。2018年1-9月，无锡产

业集团合并口径未经审计实现的营业收入为308.65亿元，利润总额为26.27亿元。 

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2018年6月26日出具的跟踪评级公告（联合

[2018]1132号），确定无锡产业集团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表明无锡产业集团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

险极低。 

三、担保人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无锡产业集团未出现可能影响其作为担保人履行保证

责任的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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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年度，太极实业未发生需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公司未召开债

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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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分别于2018年6月11日及2018年12月3日向13

太极01及13太极02的投资者按时足额支付了第四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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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东方金诚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的2018年度跟踪评级报告（东方金诚债

跟踪评字[2018]027号），经东方金诚信用评级委员会审定，维持太极实业主体信

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同时维持13太极01及13太极02信用等级为AA+。 

根据东方金诚的评级工作安排，在债券的存续期内，东方金诚将在太极实业

2018年度报告公布后的两个月内完成2018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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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负责债券事务的专人变动情况 

2018年度，发行人指定的代表发行人负责债券事务的专员为孙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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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事项 

一、出售江苏太极实业新材料有限公司100%股权及相关资产 

2018年7月2日，太极实业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太极100%股权及相关资产的议案》，本次交易在董事

会审议权限以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评

估机构”）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2018）第7035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机

构对公司持有的江苏太极100%股权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最终

选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以2018年3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上述

股权账面价值为60,382.40万元，评估值为67,548.93万元；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苏

中资评报字（2018）第7038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机构对与江苏太极相关的

固定资产、备品备件等资产采用成本法进行了评估，选用2018年3月31日为评估

基准日，公司持有的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账面价值为15,144.90万元，评估价值为

15,420.73万元。上述股权转让以及资产转让事项已履行了国有资产转让的评估备

案手续，并经无锡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2018年12月13日，公司公告挂牌期间仅征集到无锡产业集团一个意向受让

方，按照产权交易规则确定无锡产业集团为标的股权及标的资产的合格受让方。

公司已与无锡产业集团签署了转让江苏太极100%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和转

让相关资产的《转让交易合同》。其中，江苏太极100%股权的转让价格为67,548.93

万元，相关资产的转让价格为15,420.73万元。 

截至2018年末，公司已完成江苏太极100%股权及相关资产的资产交割手续。 

二、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8年末，除对子公司担保外，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2,911.50万元，占

同期末公司净资产的比例为3.20%。 

三、公司存在的未决诉讼事项 

截至2018年末，公司起诉的标的金额合计6,169.54万元，应诉的标的金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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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12,089.00万元，具体明细参见公司于2018年4月4日公告的2018年年度报告。预

计上述事项不会对公司债券本息的到期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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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2018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盖章）：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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