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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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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金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以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出具的相

关说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为信息来源编制本定期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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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未经国金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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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发行人债券基本情况

一、“16 力合债”的基本情况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中国证监会于 2016年 3月 11日签发的证监许

可[2016]477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3.5亿

元的公司债券。

2、债券名称：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3、债券简称及代码：债券简称为“16力合债”，代码为 112406。

4、发行规模：“16力合债”发行规模为 3亿元，债券余额为 2.702亿元。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年，并附第 3年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4.9%，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7、起息日：2016年 6月 27日

8、付息日：2017年至 2021年每年的 6月 27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年至 2019年每年

的 6月 27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

日。

9、本金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年 6月 27日，若投资者行使回

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年 6月 27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

10、担保情况：华发集团为本次公司债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同意以所持有的珠海富海铧创信息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合伙权益

份额及收益权为华发集团的担保提供反担保。华发集团已向公司出具了《担保函》，

其担保责任已发生法律效力。公司向华发集团出具的《反担保承诺函》作为反担

保的措施，反担保措施的落实与否并不影响华发集团出具的《担保函》的效力。

11、信用等级：本次债券资信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信用

评级有限公司于 2019年 5月 28日出具了《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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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9]854号），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

债项信用评级为“AAA”。

12、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 3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补充公

司运营资金，以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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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金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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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的相关约定，通过每月获取发行人出具的月度监测表、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信息、现场/非现场核查、网络查询、邮件、电话、微信等方式，持续对发行

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信息披露情

况及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

报告期内，国金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出具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及定期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的具体情况如下：

出具时间 报告名称 内容概述

2019.6.28
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事务年度报告（2018年度）

“16力合债”2018年度债

券受托管理事务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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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珠海华金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国家高新区前湾二路 2 号总部基地一期 B

栋 5楼

法定代表人：李光宁

经营范围：投资及资产管理；互联网金融；创新产业园区建设及运营；企业

管理及咨询；交易平台的投资及运营；微电子、电力电子、环境保护产品的开发、

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和电力开发；实业投资及管理；电子计算机及信息技术、

生物工程；新技术、新材料及其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未发生变化。具体为投资与管理、电子设备

制造、电子器件制造、水质净化等。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3,258.8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7,082.14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9.55%。公司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分地区

情况如下：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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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设备制造业 124,383,878.17 81,944,533.65 34.12 -30.16 -28.91 -1.16
电子器件制造业 71,608,864.56 48,313,501.33 32.53 -17.84 -18.47 0.52
公共设施服务业 65,843,018.09 35,058,366.60 46.75 5.43 9.26 -1.86
投资与管理 163,291,285.91 83,219,117.36 49.04 -15.16 2.84 -8.92

其他非主营业务 7,461,088.22 81,944,533.65 34.12 -30.16 -28.91 -1.16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电子设备 124,383,878.17 81,944,533.65 34.12 -30.16 -28.91 -1.16
电子器件销售 71,608,864.56 48,313,501.33 32.53 -17.84 -18.47 0.52
污水处理 65,843,018.09 35,058,366.60 46.75 5.43 9.26 -1.86

投资与管理 163,291,285.91 83,219,117.36 49.04 -15.16 2.84 -8.9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

上年增减

（%）

华南地区 283,847,117.88 157,161,149.47 44.63% -6.23% 6.77% -6.74%
华东地区 78,981,867.61 52,540,074.44 33.48% 19.78 21.96 -1.19
华北地区 10,891,213.65 7,127,272.50 34.56% -85.80 -86.33 2.52
华中地区 19,411,715.37 13,567,078.50 30.11% -58.07 -53.66 -6.66
东北地区 15,772.97 6,443.93 59.15% 102.03 58.06 11.36
西北地区 180,972.57 70,139.37 61.24% -25.66 -71.55 62.51

国内其他地区 9,578,311.22 7,904,157.49 17.48% 2,480.12 3,104.59 -16.08
境外 22,220,075.46 10,159,203.24 54.28% -20.39 -33.89 9.34

三、发行人 2019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 年度/末 2018 年度/末 同比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合计 579,810,056.01 655,342,580.20 -11.53%
货币资金 254,345,874.42 317,406,001.90 -19.87%
应收账款 122,071,885.31 194,005,059.45 -37.08%
预付款项 3,536,637.25 3,119,730.22 13.36%

其他应收款 3,891,919.02 11,469,908.50 -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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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 83,492,715.01 104,935,734.75 -20.43%
非流动资产合计 1,949,642,732.16 1,925,691,700.43 1.24%
总资产 2,529,452,788.17 2,581,034,280.63 -2.00%
流动负债合计 1,141,664,941.61 1,296,846,026.11 -11.97%

短期借款 936,061,136.00 1,000,000,000.00 -6.39%
应付账款 54,157,068.79 63,742,660.75 -15.04%
预收款项 63,259,879.52 72,958,672.69 -13.29%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9,850,000.00 -100.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373,480,928.71 346,498,710.75 7.79%
总负债 1,515,145,870.32 1,643,344,736.86 -7.80%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14,306,917.85 937,689,543.77 8.1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48,919,256.79 787,922,069.39 7.74%
营业总收入 432,588,134.95 530,431,988.67 -18.45%
营业总成本 395,272,887.48 436,611,810.25 -9.47%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0,821,423.89 54,669,254.96 29.5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50,316,661.75 101,940,702.24 47.4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76,335,075.29 -101,864,679.46 25.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42,926,374.76 96,553,802.37 -248.03%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8,158,314.34 99,118,724.58 -168.76%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9 年度/末 2018 年度/末 同比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 50.79% 50.53% 0.26%
速动比率 43.47% 42.44% 1.03%
资产负债率 59.90% 63.67% -3.77%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21,131.92 18,059.94 17.01%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2.89 2.57 12.4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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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5、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6、利息偿付率=实际利息支出/应付利息支出；

7、EBITDA=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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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项目名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账款 -37.08
主要系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子公司华冠科技本期收

入较上年同期减少，应收账款相应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125.28
主要系本期公司新增的银行抵押借款以及子公司力

合环保提标改造项目取得的长期银行借款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7.45

主要系本期采购结算方式由资金支付转换为票据

背书，购买商品支付的现金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48.03

主要系本期偿还借款额以及支付的利息较上年同

期增加所致。

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16 力合债”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于 2016年 6月 28日发行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3亿元根据募

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运营资金。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

行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

规定的用途一致。

2、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针对“16 力合债”，发行人已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

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2019年度，“16力合债”的募集资金专户运作不存在

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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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期债券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与发行人偿债保

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一、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

根据《募集说明书》，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为“16 力合债”提供全额不可

撤销连带责任担保。报告期内，上述增信措施和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运行有效。2019年度，未触发需要实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情形。

二、本息偿付情况

2019 年 6 月 27 日，“16 力合债”已按时全额偿付 2018 年 6 月 27 日至 2019

年 6月 26日计息年度的应付利息。下一付息日为 2020年 6月 29日。

报告期内，“16力合债”触发了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

选择权。公司选择不上调“16力合债”的票面利率，即债券后 2年票面利率仍

维持 4.90%不变，采用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部分投资者行使了回售选择权，

回售数量为 298,000 张，回售总金额为 31,260,200.00 元（含利息）, 剩余债券

的托管数量为 2,702,000 张。公司于 2019年 6月 27日完成了将回售资金（含本

金及利息）划付至投资者资金账户。

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9年度，“16力合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七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义务情况

本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约定的需执行其他义务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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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

应对措施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未发生

重大变化。

二、报告期内，发行人主体评级未发生变化。

三、报告期内，“16 力合债”债券信用评级为“AAA”。

四、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主要资产被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形。

五、报告期内，发行人名称未发生变更。

六、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当年累计新增借款或者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

年末净资产的 20%的情形。

七、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放弃债权、财产或其他导致发行人发生超过

上年末净资产 10%的重大损失的情形。

八、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或公司债券违

约的情形。

九、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或依法

进入破产程序的情形。

十、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受到重大行政处

罚、行政监管措施或自律组织纪律处分的情形。

十一、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保证人、担保物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

生重大变化的情形。

十二、报告期内，发行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

市/挂牌条件的情形。

十三、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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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公司债券暂停上市、恢复上市、终止上市

的情形。

十五、报告期内，未出现对发行人有重大不利影响的媒体报道或负面市场

传闻。

十六、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出售、转让主要资产或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的情形。

十七、报告期内，未出现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履行

同等职责的人员涉嫌犯罪或重大违法、失信行为、无法履行职责或者发生重大

变动；董事长或者总经理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形。

十八、报告期内，未发生发行人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涉嫌犯罪被立案

调查或者发生变更的情形。

十九、报告期内，本次债券的中介机构未发生变更。

二十、报告期内，发行人未遭遇自然灾害、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二十一、报告期内，未发生其他队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或对债券持有人权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二十二、报告期内，未发生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规定

或中国证监会、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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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与本次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的信息披露负责人未发生变动。信息披露负

责人联系方式如下：

姓名 高小军

联系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高新区前湾二路 2 号总部基地一期 B 栋 5 楼

电话 0756-3612810

传真 0756-3612812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负责本次债券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专人联系方式

如下：

姓名 徐永妍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 1088号 23楼

电话 021-68826802

传真 021-6882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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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9年 5月 28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发行人的资信情况出具了跟踪

评级报告，跟踪评级结果为：确定公司债券主体长期信用评级为 A+，评级展望

为稳定，公司公开发行的“16力合债”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与上次评级结果相

比不变。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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