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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来源于发行人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证券”或“发行

人”、“公司”）对外披露的《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关于

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

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

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证券提供的资料。国泰君安证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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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 2014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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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请投资者独立征询专业机构意见，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不能将本

报告作为投资行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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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期债券核准情况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2014]1105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50亿元的

公司债券。2014 年 11月 19 日至 2014 年 11月 21 日，公司成功发行人民币 50

亿元公司债券，简称为“14长证债”，代码为 112232.SZ。

二、 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简称“本期债券”）。

3、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4长证债”，代码为 112232.SZ。

4、发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为 5年期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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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总额为 50亿元。

5、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4.87%。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8、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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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债券持有

人在第 3 年末行使回售权，所回售债券的票面面值加第 3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

售资金到账日 2017年 11月 19日一起支付。

9、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

第 3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存续期后 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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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

上发布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0、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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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付息日即为资金到账日，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

回售支付工作。

公司第一次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交易系统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

回售申报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定。

11、起息日：2014年 11月 19日。

12、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5年至 2019年每年

的 11月 19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5年至

2017年每年的 11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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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3、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4年 11月 19日起至 2019年 11月 18日止。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计息期限自 2014年 11月 19日起至 2017年 11月 18日

止，未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7年 11月 19日起至 2019年 11月 18日止

14、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9年 11月 19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7年 11月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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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5、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的登记机构和有关

机构的规定办理。

16、担保情况：无担保。

17、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联合信用”）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A级，本次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 AAA级。

18、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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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有限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19、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14长证债”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

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

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规定及约定，现就本期债券重大

事项报告如下：

（一）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发生重大变动

由于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发行人于 2019 年 10

月 31日在武汉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选

举了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于 2019年 11月 1日召开了二〇一九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了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并于 2019年 11月 2日公告

相关决议，致使发行人董事会成员三分之一以上发生变动，监事会成员三分之二

以上发生变动。

1、董事会成员变动情况

换届前，发行人董事会成员为：李新华、金才玖、陈佳、崔少华、戴敏云、

孟文波、邓玉敏、刘元瑞、温小杰、王瑛、王建新、田轩，共计 12人，其中温

小杰、王瑛、王建新、田轩为独立董事。

经发行人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推选田轩、史占中、余振、

潘红波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田轩、史占中、

潘红波已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余振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李新华、金才玖、陈佳、黄雪强、

陈文彬、田泽新、瞿定远、刘元瑞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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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选举田轩、史占中、余振、

潘红波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新华、金才玖、陈佳、黄雪强、陈文彬、

田泽新、瞿定远、刘元瑞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经发行人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李新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

会董事长，任职期限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选举金才玖、陈佳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职期限自该次董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监事会成员变动情况

换届前，发行人监事会成员为：邓晖、瞿定远、邓涛、王一淮、申小林、万

励，共计6人，其中邓晖、万励为职工监事。

经发行人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推选俞锋、邓涛、杨星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经发行人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决议通过，选举宋望明、李庚、邹

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职期限自该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经发行人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选举俞锋、邓涛、杨星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经发行人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宋望明为公司第九届监事

会监事长，任职期限自该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3、公司现任董事及监事简历

田轩，男，1978年出生，金融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

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卓越青年科学家获得者。现任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

长、金融学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金融MBA教育中

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创业金融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并购

重组研究中心主任；兼任首都党外人才高端智库专家，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

建言献策专家组成员，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中国证监会第六届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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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委员会委员，印第安纳大学凯雷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助理，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际旭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史占中，男，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

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中心主任，长江证券独立

董事；兼任上海科学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科学与科

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科学技术预见专家、《中国科技论坛》杂志编委，

东方日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上海住总

（集团）总公司投资部、产权运营部部门高级经理，上海中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余振，男，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

后。现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长江证券独立董

事。曾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世界经济系党支部书记、副主

任。

潘红波，男，1980年出生，中共党员，管理学博士，会计学教授、全国会计

领军人才、注册会计师。现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兼任株洲飞

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华锐精密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长江

证券独立董事。曾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会计系副主任，广

东碧桂园物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大通互联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李新华，男，1963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现任长江证券党委书记、董事

长；兼任长江证券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曾任共青团湖北省委青工

部正科级干事，省团校（省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

校长，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其间：2001年3月至2001年12月兼任

省团校党委书记）、党组副书记、书记、党组书记，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

厅党组成员、办公厅党组副书记，襄樊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襄阳（樊）市委副

书记、市长，襄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荆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

金才玖，男，1965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会计师。现任三峡资本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三峡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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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证券副董事长，北京央企投资协会监事长，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海淀区第十届委员会委员。曾任宜昌地区（市）财政局预算

科、宜昌市财务开发公司综合部经理，中国三峡总公司财务部主任科员、筹资处

主任会计师、综合财务处副处长、综合财务处处长，中国三峡总公司改制办公室

副主任，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

副董事长、总经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主任，三峡资本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云南解化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陈佳，男，1982年出生，EMBA。现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兼资产管理中心不动产投资事业部总经理；兼任长江证券副董事长，湖北匡时文

化艺术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曾任上海硕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顾

问，上海康健广告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人事行

政部总经理，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新理益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

经理，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

黄雪强，男，1967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经济师，注册会计师。现任新

理益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长江证券董事。曾任南昌飞机制造公司十车间技术

组助理工程师，上海住总（集团）总公司投资部负责人兼财务部副经理，中华网

游戏集团财务总监，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文彬，男，1986年出生，学士。现任上海百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

官，长江证券董事。曾任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权益投资部总经理助理，安

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权益投

资部总经理。

田泽新，男，1964年出生，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长江证券董事。曾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峡集团”）党群工作部主任，三峡集团职工董事，三峡集团人力资源部主

任。

瞿定远，男，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现任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商业一类平台）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湖北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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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江证券董事。曾任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

委书记，湖北省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湖北省

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商业二类平台）党委书记、董事长，长江

证券监事。

刘元瑞，男，1982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现任长江证券党委副书记、董

事、总裁；兼任长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湖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会长，

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分析师、投资顾问与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

长江证券研究所分析师、副总经理、总经理，长江证券副总裁。

俞锋，男，1972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上海海欣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长江证券监事。曾任武警上海总队二支队十一中队文

书，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政府法律服务所科员，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武装部干事，共

青团松江区洞泾镇委员会书记，松江区洞泾镇塘桥村党支部书记，江西省万载县

人民政府县长助理，松江区洞泾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松江区洞泾镇渔洋浜村

党总支部书记，上海洞泾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政府

建设办主任，松江区洞泾镇人民政府党政办主任，长江证券董事，上海海欣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涛，男，1966年出生，中共党员，学士，高级会计师。现任武汉地产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武汉城发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江证券

监事。曾任武汉市住宅建设总公司出纳，武汉市住宅统建办公室科员、副主任科

员、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武汉地产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经理。

杨星，男，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天津泰达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经理，长江证券监事。曾任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职员，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宋望明，男，1967年出生，民盟盟员，学士。现任长江证券监事长、工会副

主席；兼任长江成长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湖北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长，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中国证券业协会第六届理

事会理事、中国证券业协会区域性股权市场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副会长、湖北省创业投资同业公会监事长。曾任中国工商银行孝感分行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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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感城东支行副行长，三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孝感营业部总经理助理、深圳营业

部副总经理、孝感营业部总经理，长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彭刘杨路营业部总

经理、武汉武珞路营业部总经理、深圳南方片区负责人、深圳深南中路营业部总

经理、深圳燕南路营业部总经理、深圳代表处主管、经纪业务总部副主管，长江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公司客户部筹备组负责人、场外市场

部总经理、新三板业务总部总经理、新三板业务总监、总裁助理。

李庚，男，1981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现任长江证券职工监事、互联网

金融总部总经理、金融产品中心总经理。曾任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武珞路

营业部交易助理、行政助理，办公室秘书，营销管理总部营销策划岗，零售客户

总部渠道业务部主管，孝感营业部总经理，互联网金融总部副总经理。

邹伟，男，1984年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现任长江证券职工监事、风险管

理部总经理、公司内核负责人。曾任长江证券经纪业务总部渠道业务管理岗，风

险管理部市场风险管理岗、副总经理。

4、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的重大变动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发行人上述董事及监事相关变动系董事会、监事会正常换届所致，不会对公

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相关人员变动不会对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决议有效性产生不利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

1、主要财务数据概况（合并口径）

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67.99亿元，借款余额为

448.39亿元。截至 2019年 10月 31日，公司借款余额为 529.63亿元，累计新增

借款金额 81.24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30.32%，超过 20%。

2、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合并口径）

（1）银行贷款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银行贷款余额较 2018年末减少 1.5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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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数额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0.58%，主要系短期借款的减少。

（2）企业债券、公司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截至 2019年 10月 31日，公司债券余额较 2018年末增加 79.99亿元，变动

数额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9.85%，主要系新增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和证券公

司次级债券。

（3）委托贷款、融资租赁借款、小额贷款

不适用。

（4）其他借款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公司其他借款余额较 2018年末增加 2.81亿元，

变动数额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1.05%，主要为以下项目：

①收益凭证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29.06亿元，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10.84%；

②同业拆借累计新增借款金额 34.7亿元，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12.95%；

③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累计减少借款金额 60.95亿元，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

例为-22.74%。

3、本年度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上述新增借款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公司

财务状况稳健，目前所有债务均按时还本付息，上述新增借款事项不会对公司经

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发行人已就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上述财务数

据除 2018年末相关数据外均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国泰君安证券作为“14长证债”的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最新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督促发行人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

投资者及时关注后续公告信息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本次债券的主承销商与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证券已督促发行人对照相

关规章制度及业务指引的规定，对董事会、监事会换届以及董事、监事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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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情况予以披露，特此提醒投

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韩文奇

电话：021-38676784

传真：021-38670784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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