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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

来源于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云煤能源”）

对外公布的《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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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红塔证券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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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2 

目 录 

重要声明 .......................................................................................................................................... 1 

目 录 ............................................................................................................................. 2 

重大事项提示 ............................................................................................................... 3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 4 

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 6 

第三章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 7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11 

第五章 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 12 

第六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 13 

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15 

第八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 16 

第九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 17 

第十章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 18 

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 19 

 

  



 3 

重大事项提示 

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重大事项： 

2018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深入推进，整个工业经济较2017年同

期相比呈日趋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钢铁市场逐渐向好，发行人作为与钢

铁企业依附生存的企业也受到政策和钢铁市场利好影响。2018年，发行人围绕年

初制定的各项生产经营目标任务，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深化改革，推进科技引

领，营业收入、利润、资金、资本结构、资产运转效率等各项经营指标大幅好转，

全面完成各项指标。 

发行人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39,927.93万元，营业利润22,437.37万元，净

利润19,700.26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9,164.30万元，同比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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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债券名称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708号”文件核准公

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8.8亿元。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13云煤业、122258。 

四、发行主体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2.5亿元人民币。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七、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7年，第5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八、债券年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7.80%。 

九、还本付息方式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若投资者放弃回售选择权，则至

2020年12月3日一次兑付本金；若投资者部分或全部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

分债券的本金在2018年12月3日兑付，未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至2020年12月3日兑



 5 

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本期债券的付息

和本金兑付工作按照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办理。 

十、付息日 

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间内，每年12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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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4年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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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易日。 

十一、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本期债券由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十二、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

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十三、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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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红塔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相关要求，通过访谈、查阅并获取发行人相

关资料等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

障措施实施情况等进行持续关注与监测，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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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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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Yunnan Coal and Energy Co., Ltd. 

法定代表人：彭伟 

股票简称：云煤能源 

证券代码：600792 

注册资本：98,992.36万元 

设立日期：1997年1月20日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经开区经开路3号科技创新园A46室 

办公地址：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777号昆钢科技大厦7楼 

经营范围：焦炭、煤气、蒸汽、煤焦化工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生产限分公

司）；煤炭经营；矿产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管理商品）的批发、

零售、代购代销；燃气工程建筑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技术咨询服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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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2018年度经营情况 

2018年，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深入推进，整个工业经济较2017年同

期相比呈日趋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钢铁市场逐渐向好，公司作为与钢铁

企业依附生存的企业也受到政策和钢铁市场利好影响。2018年，公司围绕年初制

定的各项生产经营目标任务，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深化改革，推进科技引领，

营业收入、利润、资金、资本结构、资产运转效率等各项经营指标大幅好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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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完成各项指标。2018年，公司主要工作如下： 

1、加强市场研判，营销工作成绩显著。 

2018年初，成立了市场分析部，对煤焦钢按天收集市场数据，建立日通告、

周汇报、节点分析的信息收集报告体系。市场部与公司贸易分公司做到信息互通，

共同协作，偕同走访又互为独立，市场分析及研判市场更加准确，形成了数据收

集、整理、分析和应用等一套完整的方法，增强了价格趋势研判的能力，为及时

调整煤焦价格提供了详实的决策基础，做到了煤价调整优于和快于焦炭价格的调

整幅度和速度。一年来，坚持原料煤采购以生产为中心，严格按照月度保供协议，

实施保供数量兑现率与业绩考核挂钩，提升了采购计划执行率；通过实行差异化

价格调整，进一步避免煤焦价格倒挂的情况发生。 

2、高质量、高水平、满负荷生产取得成效 

焦炭质量明显改善。自2016年以来，公司焦炭质量出现波动。为此，公司高

度重视焦炭质量的提升，将2018年定为“焦炭质量提升年”，成立了以董事长为组

长的焦炭质量攻关组。充分发挥科技引领的作用，通过采用快速岩相分析仪、全

要素智能配煤技术、加强原料采购控制和焦炭售后服务等措施开展攻关。 

2018年坚持按高水平、满负荷组织生产。公司安宁分公司生产焦炭103.7万

吨，同比增加9.6万吨，增幅10.2%；师宗煤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师宗公

司”）生产焦炭93万吨，同比增加14.4万吨，增幅18.3%。公司安宁分公司和师宗

公司实现了高产和稳产目标。 

3、夯实基础管理、筑牢发展根基 

为进一步强化内控基础管理、加强内控体系建设工作，公司组织对原有制度、

办法等进行清理、完善和修订，共清理制度276个，完善修订制度177个，废止制

度35个，公司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已逐步形成用制度规范管人管事，干部的风

险防控能力和执行力得到加强，工作效率、服务质量进一步提高。 

进一步强化业绩导向分配制度。全面实行“一厂一策”的经营业绩考核合同，

抓住“关键少数”，年度经营业绩合同指标紧紧围绕目标任务、重点工作进行分解

和落实，在班子成员及下属经营单位层层签订经营业绩合同，形成薪酬水平随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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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效益变动而变动的考核激励机制。 

4、安全环保消防持续保持稳定 

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严格落实“四抓一压”要求，加大对安全环

保消防的费用投入。2018年，实现了重伤及以上事故为零、一般及以上环境污染

事故为零和一般及以上火灾事故为零的奋斗目标。师宗公司焦炉烟气脱硫脱硝项

目投产运行，有效降低环保风险，公司荣获2018年度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消防

先进集体，云南省“安康杯”竞赛优胜单位。 

5、推进科技和管理创新，提升企业竞争力。 

2018年公司共计授权17件实用新型专利、1件软件著作权、1件发明专利，另

有13项实用新型专利已通过受理。获得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科技成果二等奖1

项。低成本高端钛锭熔铸及延伸加工项目启动，为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

限公司转型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利用师宗公司厂房、土地，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焦炭196.70万吨，完成年计划的103.52%；生产煤化工

产品15.54万吨，完成年计划的88.75%；煤气产量7.77亿立方，完成年计划的

99.66%，生产煤矿产品0.15万吨，完成年计划的0.79%；生产机加工产品0.73万

吨，完成年计划的33.08%；生产轧辊0.14万吨，完成年计划的72.13%；生产耐磨

产品1.71万吨，完成年计划的85.50%。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39,927.93万元，同比上升22.07%；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为19,164.30万元，实现扭亏为盈。 

三、发行人2018年度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增减率 

流动资产合计 2,295,249,525.63 1,818,011,903.81 26.25% 

非流动资产合计 3,064,333,787.39 3,450,262,544.35 -11.19% 

资产总计 5,359,583,313.02 5,268,274,448.16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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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合计 1,839,547,219.21 1,722,831,073.48 6.77% 

非流动负债合计 343,833,133.94 562,843,954.45 -38.91% 

负债合计 2,183,380,353.15 2,285,675,027.93 -4.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107,025,729.00 2,915,325,719.38 6.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76,202,959.87 2,982,599,420.23 6.4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5,399,279,342.17 4,422,929,775.19 22.07% 

营业利润 224,373,658.56 -51,531,771.29 535.41% 

利润总额 225,825,104.02 -30,323,631.18 844.72% 

净利润 197,002,552.95 -40,007,098.72 592.4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1,643,022.93 -48,638,680.59 494.0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7,667,103.35 389,795,893.34 32.8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140,683.86 353,469,641.29 -112.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804,351.77 -767,655,421.29 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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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3]708号）核准，公司于2013年12月3日

至2013年12月9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2.5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期限为7年，第5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券票面利率为7.80%，

募集资金净额24,783.00万元。此次募集资金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验，并出

具《关于对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公司债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的验证报

告》（中审亚太鉴[2013]020053号）。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同意，于2013年12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13云煤业”，

证券代码“122258”。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根据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求情

况，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调整并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二、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相关说明，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均按本期债券披露的使用用

途专款专用，其中已用于偿还银行借款 25,000 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借款人 借款银行 金额（元）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昆钢支行 100,000,000.00 

昆明焦化制气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100,000,000.00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昆明分行 50,000,000.00 

合计  250,000,000.0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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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一、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变更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 

本期债券由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担保人”、“昆钢控股”）提供

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担保人保证的范围为发行人本次发行

公司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担保人承担保

证责任及代偿责任的期间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日起两

年。 

二、本次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变更及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变更。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本期债券的按时、足额偿

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制定管理措施、做好组织

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承诺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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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昆钢控股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一、担保人概况 

1、公司名称：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736,831.2357 万元 

3、住所：云南省郎家庄 

4、法定代表人：赵永平 

5、经营范围：资产经营、资产托管、实业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企业的兼

并、收购、租赁；钢铁冶炼及其压延产品加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

选业、焦炭及焦化副产品、机械制造及机械加工产品、耐火材料、建筑材料、工

业气体、物资供销业、冶金高新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通讯电子工程、计算机硬

件、软件、电器机械及器件、电力塔架；钢结构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

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企财险、货运险、建安工险保险兼业代理；矿浆

管道输送、管道制造技术及管道输送技术咨询服务。（以下经营范围仅限分支机

构凭许可证经营）：酒店管理；餐饮服务；住宿；会议会展服务；洗浴服务；预

包装食品、卷烟的零售；洗衣服务；国内贸易、物资供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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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担保人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 

二、担保人业务情况 

目前，昆钢控股的主营业务主要包括铁矿石采选、焦炭、铁合金等钢铁配

套产业，并发展水泥、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多元化产业。 

三、担保人财务情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9]531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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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昆钢控股资产总额为 6,178,106.2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1,309,707.87 万元；2018 年度，昆钢控股实现

营业收入 5,680,756.20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33,827.6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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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8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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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利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2013年12月3日正式起息，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12月3日为

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发行人于2018年12月3日按期支付了本期债券自2017年12月3日至2018年12

月2日期间的利息，付息债权登记日为2018年11月30日，本期债券本次付息总金

额为1,950.00万元（含税）。 

二、上调票面利率和回售情况 

2018年11月13日，发行人披露了《关于“13云煤业”公司债券票面利率调整的

公告》。根据市场环境，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上调幅度为100个基点，上

调后票面利率为8.8%，即本期债券第6年起票面利率固定为8.8%，并在其存续期

后2年保持不变。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本期债券的持有人有

权在本期债券的第5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按面值回

售给发行人。2018年11月13日，发行人披露了《关于“13云煤业”公司债券回售公

告》，并于2018年11月14日、16日、19日分别发布了三次提示性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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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的回

售有效申报数量599,910张，回售金额为59,991,000.00元（不含利息）。2018年12

月3日，公司对有效申报回售的本期债券持有人支付了本金及当期利息。本次回

售实施完毕后，本期债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剩余托管

数量为1,900,090张，总面值为190,009,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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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8年6月1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状况和“13云

煤业”进行了跟踪评级，并出具了“联合[2018]639号”《跟踪评级公告》，确定：

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13云煤业”债券信用等级

为AA。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

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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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本期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指定董事会秘书负责处理本期债券相关事务。 

发行人董事会于2018年8月21日收到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张小可先生的书

面辞职报告，张小可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

务，张小可先生辞去上述职务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发行人于2018年8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聘任张炜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公司决定由张炜强先生担任公司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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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单位：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0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174,116,048.38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174,116,048.38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5.48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C） 0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

的债务担保金额（D） 
0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E） 0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0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无 

担保情况说明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0 月，发行

人全资子公司师宗公司与中航国际

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将部分自有固定资产出售给中航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中航国际租赁有

限公司再将该固定资产出租给师宗

公司使用，租赁期限均为 42 个月，

师宗公司按约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

公司支付租金，融资金额共计

33,000 万元，发行人为该项融资租

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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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8年12月31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

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实质影响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8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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