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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

“丽鹏股份”）对外公布的《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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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

的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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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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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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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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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7 年 10 月 20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886 号文）核准，

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6 亿元（含 6 亿元）的公司债券。公司将综合市

场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款。 

（二）本期债券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

公司债券（第一期）。 

3、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17 丽鹏 G1”，债券代码“112623”。 

4、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2.5 亿元。 

5、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6、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6.5%。 

7、债券期限及品种：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5 年（附第 3 年末

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

末上调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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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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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计息年度的投资者回售登记

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或选择继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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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期债券。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

售支付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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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回售登记期：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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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构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

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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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2、计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未付的本息金

额自兑付日起，按照未付本息对应债券品种的票面利率另计利息（单利）。 

13、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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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将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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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4、发行方式：本期债券采取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15、发行对象、配售规则：本期公司债券面向具备相应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

且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具体发行

对象和配售规则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16、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本期债券获得该

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7、发行首日/起息日：发行首日/起息日为 2017 年 1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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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付息日：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2 月 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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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1 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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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本金兑付日：本金兑付日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支付本金的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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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付日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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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本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有关规定统

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

理。 

21、担保情况：本期债券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22、信用等级及资信评级机构：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评

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级，

评级展望为稳定。 

23、债券质押安排：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符合进行标准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本期债券质

押式回购相关申请尚需有关部门最终批复，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登记公司的相关

规定执行。 

24、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6 亿元（含 6 亿元），该次债

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符合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

持项目》以及经深交所认可的绿色产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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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在报告期内，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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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

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内外

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公司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

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严格依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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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履行信息披露相关职责。由东兴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于 2019 年 2 月 12 日出具的《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 3 月 11 日出具的《2019 年度第二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 6 月 27

日出具的《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 年度）》、《2019 年度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已于深交所网站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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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法定中文名称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英文名称 SHANDONG LIPENG CO.,LTD 

统一信用代码 91370600265526403D 

注册资本 人民币 877,427,468 元 

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姜格庄街道办事处丽鹏路 1 号 

成立时间 1995 年 2 月 16 日；2007 年 12 月 4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所属行业 土木工程建筑业 

股票简称 丽鹏股份 

股票代码 002374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钱建蓉 

信息披露事务联系人 朱拓 

联系电话 0535- 4660587 

网址 www.lp.com.cn 

电子信箱 lp@lp.com.cn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1、园林生态主业——致力于“乡村振兴”，推动“大生态、大环保”事业发

展 

十九大报告将建设生态文明提升为“千年大计”，将建设“美丽中国”纳入

国家现代化目标之中。同时首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

重要战略。2019 年 3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乡村绿化美化行动方案》，到

2020 年建成 20000 个特色鲜明、美丽宜居的国家森林乡村和一批地方森林乡村，

建设一批全国乡村绿化美化示范县，乡村绿化美化持续推进，森林乡村建设扎实

http://www.lp.com.cn/
mailto:lp@lp.com.cn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度） 

9 

 

开展，乡村自然生态得到有效保护，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乡村建设是系

统工程，园林企业在园林绿化领域具有传统优势。  

华宇园林致力于乡村振兴，继续提升公司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的综合能力，

打造专业化技术服务团队，积极开拓市场，组建运营团队，挖掘优质客户，提高

项目效益。公司加快推进转型升级发展，从单一型园林工程公司向综合型生态公

司转型发展；报告期内，公司逐步调整优化业务结构，注重提高项目投融资能力，

改善融资结构，完善工程项目施工的合法合规，确保园林业务的稳步发展。 

但近年来，国家调整对 PPP 项目的政策，PPP 项目的实施遇到不少阻力；另

外由于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政策不断收紧，而 PPP 项目的前期实施需要

投入大量资金，受此影响公司积极应对，调整生产经营计划，根据资金和融资情

况放缓了部分项目的施工进度。在特殊的外部环境下，近年来，公司逐步调整内

部管理结构，主动收缩园林项目规模，加大工程回款的催收力度。 

公司专注于园林行业的技术研究开发并在公司所承接的项目中推广应用，并

拥有多项专利。截至报告期，公司园林业务共拥有专利 28 项，其中发明专利 8

项，实用新型专利 20 项。报告期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49,820.56 万元,同比下降

18.37%。 

2、防伪包装主业——包装行业细分领先，引领食品安全发展新方向       

（1）持续推进制造业“+互联网”，推广二维码智能瓶盖维护消费者食品安

全。 

丽鹏股份二维码智能瓶盖的主要功能为防伪打假、积分兑奖、防窜货、广告

宣传、大数据分析。二维码智能瓶盖将改变传统酒行业的生产、经营、销售、仓

储、物流、市场激励等各个环节，同时给消费者带来新的消费体验，为公司各生

产厂带来新的生产革命和利润增长点。报告期内，公司及各子公司共生产二维码

瓶盖 37,097 万只，其中江小白、椰岛鹿龟、丹泉 梁大侠、沱牌、红星、丰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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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老窖、古井贡、牛栏山、力克、三井小刀、兰陵、大师小作、黄鹤楼、汾阳

王、衡水、玉泉、今缘春等客户与公司开展了广泛合作。 

（2）积极拓展防伪瓶盖应用领域，转变营销思路，开拓非白酒液态饮品市

场领域。 

随着国内酒类消费者日益年轻化，葡萄酒、啤酒、预调酒、个性饮料等非白

酒市场渐成新宠，公司顺应趋势，在非白酒液态饮品市场积极开拓，现已进入啤

酒、葡萄酒、高档矿泉水、保健酒、果汁、高档食用油、功能性饮品、保健品、

药品、化妆品等领域，在平抑白酒市场波动性的同时进入更为广阔的快消品蓝海。 

（3）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力研发国际流行的防伪瓶盖新品种，引领防伪

包装行业发展新方向。 

利用公司强大的防伪瓶盖研发能力，大力开发 28 口、38 口模塑盖。近年来，

28 口盖、38 口盖在欧美、日韩等国际饮品市场上崭露头角，“罐+盖”这一新的

包装形式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报告期内，伴随年内 28、38 口 SCAMI 线的达产，

在蓝带啤酒、燕京啤酒、珠江啤酒、劳特巴赫啤酒、比利时白啤酒、青岛啤酒、

烟台德乐诗、欧本食品、恒大长白山矿泉水、青岛可兰矿泉水、青岛海藻王子苏

打水、五大连池、吉林林海雪原饮品、四川克利尔科技、上海不醉酒业、怡滕饮

料、安德利果汁果胶、力克制药、燕之初健康美、大洲新燕、燕之屋、燕府、内

蒙古呼白、广州观山生物、深圳老行尊、韩愈酿酒、百富门饮料等。28 口、38

口盖产品线已经在啤酒、燕窝、保健品、高端矿泉水、果汁饮料等领域逐渐延展

开来。 

（4）实施精细化管理，降本增效，保持公司可持续发展 

2019 年，通过引进核心技术骨干、管理团队，通过市场拓展、管理提升、

降本增效、指标分解、激励机制等措施，先后启动了管理会计核算系统、精益

6S 项目，公司正向着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迈进。报告期内，包装主业扭转过去

亏损的颓势，实现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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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围绕着瓶盖生产过程所涉及的各个技术环节，进行了不断的改进与革

新，研发多项实用设备及防伪瓶盖并申请专利。截至报告期，公司防伪包装业务

共拥有专利 155 项，其中发明专利 33 项，实用新型专利 100 项，外观设计专利

22 项。报告期内，公司被再次被认定为山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牵头主导起草了

《食品包装容器用聚乙烯发泡垫片》行业标准；荣获《华夏酒报》“壮丽 70 年，

推动中国酒业发展卓越品牌”。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防伪瓶盖总产量 254,578.73 万只。实现营业收入

67,434.75 万元,同比增长 5.76%。 

（三）发行人 2019 年度主要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减率 

资产总计： 600,161.88 563,530.64 6.50% 

其中：流动资产 261,960.69 228,923.11 14.43% 

      非流动资产 338,201.19 334,607.53 1.07% 

负债总计： 343,185.50 311,361.82 10.22% 

其中：流动负债   246,452.18 244,242.28 0.90% 

      非流动负债 96,733.32 67,119.54 44.1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56,976.38 252,168.82 1.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43,050.89 239,471.78 1.49%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17,255.31 124,788.94 -6.04% 

营业利润 4,353.33 -78,194.60 105.57% 

利润总额 5,159.11 -78,283.10 106.59% 

净利润 3,736.11 -78,805.29 10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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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较 2018 年减少 6.04%，主要系公司 2019 年在园林业务发展战略上

主动控制了园林绿化项目规模，在保证平稳收尾存量项目的基础上适当放缓园林

项目发展，导致 2019 年园林业务营业收入减少所致。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和净

利润较去年分别增长 105.57%、106.59%和 104.74%，主要系 2018 年同期公司计

提商誉等大额减值损失，而 2019 年未发生上述情况所致。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802.53 -38,543.45 141.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11.98 -30,711.65 95.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94.75 14,096.58 -65.28%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8,156.53 8,971.22 213.85% 

经营活动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增加 141%，主要是本期加强货款

回收，同时控制工程项目款的支付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增

加 95.08%，主要是去年同期工程项目投资款和固定资产投资较多所致。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减少 65.28%，主要是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净流

出较多所致。 



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度） 

13 

 

四、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安顺市西秀区生态修复

综合治理二期（PPP）项目。安顺市西秀区生态修复综合治理二期（PPP）项目

由 9 个子项目组成，分别为城市园林绿化提升工程、城市山体公园建设、乡村四

旁树绿化-森林村庄建设-人居环境改善绿化工程、森林防火通道及配套设施建设

工程、林业产业扶贫工程、邢江河湿地公园、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工程、杨

武乡美丽乡村及小城镇建设、植物园建设工程，项目总体建设投资估算金额为

152,216.5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上述 9 个子项目中的 8 个子项目（不

包括植物园建设工程）。根据联合赤道的评估，募集资金拟投入的 8 个子项目中

符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编制的《绿色债券支持目录（2015 年版）》

所支持的绿色产业项目的投资金额合计 89,983.1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 60,000.00

万元计划全部用于上述经认证的绿色产业项目，具体项目投资及募集资金使用计

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子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

投资估算 
项目分类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1 城市园林绿化提升工程 11,999.60 城镇园林绿化 11,000.00 

2 城市山体公园建设 9,642.20 
生态修复及植被保

护工程 
2,000.00 

3 

乡村四旁树绿化、森林村庄

建设、人居环境改善绿化工

程 

16,548.80 

城镇园林绿化 

9,000.00 

其中可认证绿色项目 - 

乡村四旁树绿化 3,797.40 2,000.00 

森林村庄建设（平田村、甘

塘堡村） 
8,891.30 7,000.00 

4 
森林防火通道及配套设施

建设工程 
10,371.80 

森林火灾、有害生物

及外来物种监测防

控工程 

2,000.00 

5 林业产业扶贫工程 7,015.20 造林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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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邢江河湿地公园 16,776.00 
湿地、等生态功能区

建设、维护 
16,000.00 

7 
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建设

工程 
12,636.60 

自然生态保护前提

下的旅游资源开发

建设运营 

12,000.00 

8 

杨武乡美丽乡村及小城镇

建设 
31,251.70 

城镇园林绿化 

7,000.00 

其中可认证绿色项目 - 

杨武乡小城镇建设-城镇绿

化及景观工程 
8,853.00 7,000.00 

9 植物园建设工程 35,974.60 - - 

项目总体建设投资金额 
152,216.5

0 
- 60,000.00 

其中可认证绿色项目建设投资

金额 
89,983.10 - 60,000.00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本次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

前，发行人将根据项目进度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

予以置换。如各子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与上述投资估算金额不一致，发行人将按

照项目的轻重缓急，在上述认定的子项目范围内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

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不足部分由发行人以自有资金或通

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本期债券为本次债券的第一期，募集资金总额 2.5 亿元，扣除承销费后募集

资金净额 2.485 亿元已于 2017 年 12 月 5 日全额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

金到位后，公司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于 2017 年 12 月 21 日对募投项目已投入

资金进行了全额置换，募集资金置换程序已按照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债

券募集说明书》和《专项账户监管协议》的规定，经公司有权人审批并经债券受

托管理人和募集资金监管银行同意。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余额为 3.33 万元（主要为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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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期债券担保情况 

本次债券通过保证担保的方式增信，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对担保事项

予以持续监督。担保人基本信息如下： 

担保人名称：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7028 号时代科技大厦 23 楼 2308 房 

成立时间：1994 年 12 月 29 日 

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885,210.50 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担保业务；投资开发，信息咨询；贷款担保；自有物业租赁。 

高新投于 1994 年由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科学技术发展基金会、

深圳市国家电子书应用工业性实验中心和深圳市生产力促进中心共同发起成立，

初始注册资金为 1 亿元。后经过多次增资和股权转让，高新投注册资本达到 88.52

亿元。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高新投 41.80%股份，为控股股东。 

高新投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业担保机构之一，形成了以融资担保、保证担保

和创业投资为主，小额贷款和典当贷款为辅的业务格局。融资担保方面，高新投

主要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和小微企业集合信贷担保等；保证担保方面，高新投

主要提供投标保函、履约保函和诉讼保全担保等；创业投资方面，高新投主要为

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扶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 

截止本报告出具日，担保人未出现影响本期债券担保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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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2 月 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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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12

月 1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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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2 年 12 月 1 日支付本金的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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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12 月 1 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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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2 日，公司向截止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17

丽鹏 G1”持有人支付 2018 年 12 月 1 日-2019 年 11 月 30 日期间的债券利息共

1,625 万元（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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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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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0 日出具了联合[2020]【1257】号《跟

踪评级报告》，对公司“17 丽鹏 G1”债券的跟踪评级结果为：主体长期信用等

维持 AA-，评级展望为“稳定”，债券信用等级保持 AAA 不变。在本次公司债

券的存续期内，联合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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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评级认为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严控成本

并降低产品不良率，防伪瓶盖业务毛利率大幅上升，净利润扭亏为盈，经营活动

现金流转为净流入。同时联合评级也关注到公司园林绿化收入持续下滑、短期偿

债压力较大，应收类款项回收具有不确定性以及 2020 年第一季度收入及利润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明显下滑等因素可能对公司信用水平带来的不利影响。 

未来公司将加大优质地区的项目开拓力度、银行长期项目贷款以及工程欠款

的回收力度，此外，随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推进，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

实力，公司经营压力有望持续缓解。 

“17 丽鹏 G1”由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高新投”）

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对于“17 丽鹏 G1”的信用水平仍

具有显著的增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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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李海霞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辞职，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8 日召开董事会聘任朱拓为第五届董事会秘书，发行人负责处理“17丽鹏G1”

公司债相关事务的专人变更为朱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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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绿色公司债券专项信息披露要求 

根据《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业务试点的通知》有关规定，公司已在《山东丽

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对“山东丽鹏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中有关绿色项目进展及环境效益披

露如下： 

安顺市西秀区生态修复综合治理二期（PPP）项目 

（1）项目进展情况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项目尚在建设中。 

（2）项目环境效率 

本项目建成后可改善和提升区域整体居民生活环境，增加绿化面积，有效控

制面源污染，可实现提升河水水质、维护生态平衡、防风固沙、调控洪水，维护

河流生态完整性等多种生态功能，将极大地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和鸟类栖息环境，

提升区域景观多样性。坚守生态底线，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联合赤道也对公司进行跟踪评估认证，结论为：本期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已全部用于绿色产业项目，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

（证监会公告[2017]6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业务试点的

通知》（深证上[2016 ]206 号）及《绿色债券支持项目录》（2015 年版）的相关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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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其他重要事项 

1）因公司短期银行借款共计8,762.97万元的到期日期在春节假期内，从而形

成逾期情形。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17丽鹏G1”自 2019年

2月 15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2019年3月8日，公司就借款逾期事项与各债权银行

达成一致，并形成了解决方案。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债券“17

丽鹏G1”自 2019年3月11日上午开市起复牌。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债券停牌

的公告》、《关于公司债券复牌的公告》。 

2）华宇园林与四川省渠县交通发展有限公司、渠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

室、第三人攀枝花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工程纠纷案件，法院认定被告渠县交通

公司向原告华宇园林承担附条件的先行直接支付义务。案件辩论终结前，案涉项

目虽然已竣工交付使用，但未进行审计结算。现既未竣工验收结算审计又无第三

人攀枝花公路公司委托，不符合协议约定的被告渠县交通公司向原告华宇园林先

行直接支付的条件，原告华宇园林的起诉应予以驳回。因华宇园林不服四川省达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的（2018）川 17 民初 52 号民事裁定，向高院提起上诉，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并于近日出具《受理通知书》（（2019）川民终835 号）。

2019年8月20日收到裁决书，高院判决结果：1）撤销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川 17 民初 52 号民事裁定；2）本案指令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目前四川省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并判决1）被告四川省渠

县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向原告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支付

7000万元，2）驳回原告重庆华宇园林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22250元，由

被告四川省渠县交通发展有限公司负担。以内容详见2019年4月18日、2019年8

月13日、2019年8月28、2020年3月31日公司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重大诉讼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9-27、2019-84、2019-86、2020-16）。 

3）2019年5月23日，华宇园林与莱芜市雪野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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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莱芜雪野旅游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山东莱芜雪野湖项目和解协议书》，达成债

务和解。同时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号为：（2018）鲁民初93号《民

事裁定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准许华宇园林撤诉。内容详见2019年5月24

日披露的《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4）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9]1465号），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公

司于2019年6月2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主体信用评级发生变化的公告》，公司受托

管理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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