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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普邦股份”）

对外公布的《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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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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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券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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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发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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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2017 年 10 月 1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814 号），核准普邦股份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债券名称：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17 普邦债，112603。 

四、发行主体：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本次公司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

一次性发行，基础发行规模 5亿元，可超额配售规模不超过 5亿元（含 5亿元），

最终实际发行规模为 8.20 亿元。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公司债券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100 元，按票面

金额平价发行。 

七、债券期限：本次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5年，附第 2年末和第 4年末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债券形式：本次公司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九、债券利率：本次公司债券票面利率为 7.50%。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年利率为本次公司债券原有票面利

率加调整基点。如发行人未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则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

续期限后续期限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债券的利率将不超过国务院限定的利

率水平。 

十、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固定利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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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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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十一、赎回条款/回售条款：本次公司债券设置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条款。 

十二、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无担保。 

十三、发行时信用级别：根据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评级”）

出具的《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普邦股份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 

十四、跟踪评级结果：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

合评级将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普邦股份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

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

级。根据联合评级出具的《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

级报告》，普邦股份长期信用等级由“AA”下调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同时由“AA”调降为“AA-”。 

十五、债券受托管理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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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 2019 年度履行职责情况 

2019 年度，广发证券作为 17 普邦债的受托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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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

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持续跟踪普邦股份的资信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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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督促普邦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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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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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是由广州市普邦园林配套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普邦园林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公司。 

2010 年 7 月 15 日，普邦园林有限全体股东签署《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

司发起人协议》，同意以普邦园林有限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经正中珠江审计的

账面净资产 196,994,879.59 元为基准，按 1.6416：1 的比例折股为 12,000 万股，

每股票面金额为 1元，其余 76,994,879.59 元计入资本公积。各发起人分别以其

各自占公司净资产的份额作为出资缴纳认缴股本。整体变更后，股份公司的注册

资本为 12,000 万元，实收资本为 12,000 万元，总股数为 12,000 万股。 

2010 年 7 月 26 日，正中珠江为公司的设立出具了广会所验字（2010）第

10003300030 号《验资报告》。2010 年 8 月 5 日，公司在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领取了注册号为：440101000113186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12,000

万元。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229 号文核准，公司采用网下向

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4,36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其中网下配售 869 万股，网上发行 3,499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30 元。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3 月 16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证券简称“普邦园林”，证券代码“002663”。 

2012 年 9 月，根据公司 2012 年 8 月 17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公司实施 2012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 2012 年 6 月 30 日总股本

17,468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股本 6股。本次转增前公司总股本为 17,468 万股，方案实施

后总股本增至 27,948.80 万股。 

2013 年 5 月 21 日，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州普邦园林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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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27,948.8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股本 1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

本变更为 55,897.60 万股。 

2014 年 4 月 17 日，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州普邦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55,897.60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6,148.73

万元。 

2014 年 10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4]1157 号），经核准非公开发行不

超过 87,840,600 股新股。 

2014 年 11 月 21 日，正中珠江出具广会验字[2014]G14042280016 号《验资

报告》。截至 2014 年 11 月 20 日，普邦股份通过以每股 13.01 元的价格非公开

发行 84,730,000.00 股 A 股，共筹得 1,102,337,300.00 元，扣除承销费用及其

他发行费用共计 45,066,088.71 元后，净筹得 1,057,271,211.29 元，其中

84,730,000.00 元为股本，972,541,211.29 元为资本公积。 

2015 年 5 月 26 日，由于股权激励对象行权，公司总股本由 64,370.60 万股

增加至 64,596.60 万股。 

2015 年 5 月 13 日，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同意公司以 2014 年末总股本 64,370.6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2 元（含税），共分配现金股利 3,990.98 万元，并以资

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股本 15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分配。本次转增前公

司总股本为 64,596.60 万元，方案实施后总股本增至 161,152.4970 万元。 

2015 年 8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向谢非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857

号），核准普邦股份向深蓝环保的 12 名股东谢非、简振华、常灵、周巍、侯映

学、符琳、张玲、徐建军、范欣、杨浦、靳志军、赛伯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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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其合计持有的深蓝环保 100%的股权。 

2015 年 8 月 27 日，深蓝环保 100%的股权过户至普邦股份名下。 

2015 年 10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的议案》，对在第一个行权期内尚未行权的 49,896

份股票期权予以作废，授予股票期权总数从 30,161,552 份调整为 30,111,656

份。 

2015 年 10 月 19 日，普邦股份向交易对方发行的 67,930,322 股股份及向特

定投资人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 23,423,423 股股份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2015 年 10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数量的议案》，对在第一个行权期内尚未行权的

199,580 份股票期权予以作废。授予股票期权总数从 30,111,656 份调整为

29,912,076 份。 

前述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股权激励行权实施完毕后，普邦股

份的股本总额变更为 170,304.3370 万元。 

因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行权，2015 年 12 月，公司总股本由 170,304.3370 万

股增加至 170,479.9466 万股。公司于 2016 年 3 月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因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行权，2016 年 7 月，公司股本总额由 170,479.9466 万

元变更为 170,553.0176 万元。 

2016 年 6 月 17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涂善忠与广州蕙富昕达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涂善忠与广州蕙富昕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关于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涂善忠先生将其持有的

8,600.00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5.04%）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蕙富

昕达，转让价格为 6.86 元/股，交易对价合计 58,996.00 万元。2016 年 7 月 26

日，上述股权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成。 

因公司股权激励对象行权，2016 年 10 月，公司股本总额由 170,553.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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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变更为 171,148.5168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股本总额为

171,148.5168 万元。2017 年 1 月 23 日，公司完成了上述注册资本变更的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广州市工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7 年 3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向樟树市爱得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410 号），核准公司向樟树市爱得玩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发行 30,385,903 股股份、向深圳市前海嘉之泉投资有限公司发行

8,440,528 股股份、向冯钊华发行 23,243,215 股股份、向李阔发行 22,333,638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8,671,071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7 年 4 月 21 日，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广

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广会验字[2017]G16037270115 号），验

证截至 2017 年 4 月 19 日止，博睿赛思的 4 名原股东已将其持有的博睿赛思的

100%股权转让给普邦股份，其中博睿赛思 60%的股权用于认购本次普邦股份发行

的股份 84,405,284 股，每股面值 1 元，发行价格 6.81 元，共计人民币

574,799,984.04 元，其中股本 84,405,284.00 元，资本公积 490,394,700.04 元，

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95,890,452.00 元。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普

邦股份已于 2017 年 5 月 8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申

请。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涂善忠 境内自然人 22.87% 410,630,418

黄庆和 境内自然人 11.77% 211,444,914

深圳市博益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0% 28,739,543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42% 25,446,47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41% 25,36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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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梁定文 境内自然人 1.17% 20,950,934

华能贵诚信托有限公

司－华能信托·普邦

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其他 0.88% 15,871,219

冯钊华 境内自然人 0.63% 11,267,815

李阔 境内自然人 0.63% 11,226,273

陈红 境内自然人 0.58% 10,505,0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涂善忠先生简历情况如下： 

涂善忠：男，1960 年生，中专学历，风景园林施工工程师。中国风景园林

学会常务理事，广东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省土木建筑学会环境艺术学术委员

会副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客座教授。曾荣获“广州市优秀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广州创业 30 年功勋企业家”荣誉称号，广东园林学会

“突出贡献奖”。历任广州市流花湖公园园林科科长、广州市普邦园林配套工程

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董事，现任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在全球宏观环境趋于复杂、国内经济增长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等背景下，

公司 2019 年营业收入 3,090,611,048.04 元，同比下滑-18.79%。公司坚持加强资

金管理的经营策略，2019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161,310.82 元，同

比增加 190.91%。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1、园林景观类业务 

近年来受到国家调控政策及资金紧缩影响，大多房地产开发商存在运营压力

和资金周转压力，目前地产园林行业业务量具有明显增长瓶颈，行业市场竞争加

涂善忠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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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行业毛利率呈下行趋势。同时，受金融去杠杆、融资环境收紧、PPP 清库存

等原因，行业的外部输血和资金回流均受限制，以及传统园林行业内竞争日益激

烈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园林景观类业务有所收缩。 

2、环保类业务 

受宏观经济大环境、金融去杠杆政策、融资环境收紧、PPP 清库存等因素的

影响，同时地方政府财政收紧使其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放缓，环保行业相关企业

的资产负债率逐年攀升，应收账款增速大幅高于营收增速，回款压力继续加大。

因前述因素的影响，深蓝环保跟踪的多个大型环保工程项目出现延期和进度放

缓。鉴于这种情况，深蓝环保 2019 年在经营战略上进行了调整，以改善公司的

现金流、逐步降低应收款为目标，重点选择投资回报高、支付条件好的项目。但

行业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业务的调整导致深蓝环保经营业绩出现较大幅度的下

滑。 

根据公司聘请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6

月 5 日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375 号《资产评估报告》，包含商誉的

深蓝环保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27,402.69 万元，低于资产组（含商誉）的账面价

44,492.66 万元，2019 年应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17,089.97 万元。 

3、互联网数据服务类业务 

在宏观经济环境下行压力的情况下，2019 年中国广告主的投放需求大幅度

减少，广告主、媒体、和代理商各方的应付、应收账款周期均大大延长，对业务

发展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同时，2019 年中国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消失，时长红

利渐微。2019 年，博睿赛思积极拓展新的业务模式，如增加互动广告和视频广

告等。但受流量红利消失明显、广告投放需求及预算大幅度减少以及业务模式的

调整等因素导致业绩出现明显下滑。 

根据公司聘请的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20 年 6

月 5 日出具的北方亚事评报字[2020]第 01-374 号《资产评估报告》，包含商誉的

北京博睿赛思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 199.86 万元，低于资产组（含商誉）的账面

价值 79,497.94 万元，2019 年应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77,049.11 万元。 

此外，公司根据谨慎性原则，2019 年分别计提应收账款减值准备、存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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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准备 6,982.11 万元、4,848.97 万元，也对公司业绩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情况 

根据发行人 2019 年度审计报告，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总资产达

7,552,631,755.60 元，较 2018 年末减少 15.94%；归属于母公司的股东权益为

4,066,248,484.04 元，较 2018 年末减少 20.56%。2019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

收入 3,090,611,048.04 元，较 2018 年减少 18.7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为-1,045,864,847.90 元。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9.12.31 2018.12.31 增减率 

资产总计 7,552,631,755.60 8,985,287,962.33 -15.94%

负债总计 3,351,405,127.84 3,739,051,001.74 -10.37%

少数股东权益 134,978,143.72 127,764,640.97 5.6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合计 4,066,248,484.04 5,118,472,319.62 -20.5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2018 年 增减率 

营业收入 3,090,611,048.04 3,805,568,989.89 -18.79%

营业利润 -1,072,496,066.50 41,873,715.70 -2661.26%

利润总额 -1,077,662,360.39 43,469,675.73 -2579.1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45,864,847.90 42,772,165.25 -2545.2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  目 2019 年 2018 年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7,161,310.82 139,962,596.85 190.9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180,311.12 -17,804,768.47 70.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3,549,950.34 -1,054,916,792.42 53.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值 -90,829,007.80 -929,819,559.45 9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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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章程》、《分红管理制度》和《未来三年（2017-2019 年）分红

回报规划》的规定，公司现金分红最低限为每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

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进行现金分红，不送红股，不以公积

金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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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814”号文核准，普邦股份获准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工作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结束，最终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8.20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7.50%，扣除承销费及其他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814,353,600.00 元。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依次用于优化债务结构、偿还金融

机构借款，支付购买博睿赛思 100%股权的第三期现金对价及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按照相关约定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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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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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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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起息日为 2017 年 12 月 14 日，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间

每年的 12 月 1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若投资者在第 2年付息日前行使

回售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12 月

14 日，第 2 年的利息连同回售债券的本金一起支付；若投资者在第 4 年付息日

前行使回售权，则本次公司债券回售部分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2 月 14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交易日支付，顺

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公司已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支付本次公司债券 2017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8

年 12 月 13 日期间的利息，具体详见《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付息公告》（公告编号：2018-086）。 

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16 日支付本次公司债券 2018 年 12 月 14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3 日期间的利息，具体详见《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付息公告》（公告编号：2019-079）。 

根据《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中所设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 日、2019

年 12 月 3 日和 2019 年 12 月 4 日分别发布了《关于“17 普邦债”票面利率不调

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74）》、《关于

“17 普邦债”票面利率不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19-075）》、《关于“17 普邦债”票面利率不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

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77）》。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17 普邦债”该次有效回售申报数量为

7,200,000 张，回售金额为人民币 774,000,000 元（含利息），剩余托管数量为

1,000,000 张。公司已将“17 普邦债”回售部分债券应支付的本金及利息划至中

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该回售资金将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清算

系统进入投资者开户的证券公司的登记公司备付金账户中，再由证券公司在回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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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发放日划至投资者在该证券公司的资金账户中，回售资金到账日为 2019 年

12 月 16 日，具体详见《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7 普邦债”债券持有

人回售结果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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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监管部门和联合评级对跟踪评级的有关要求，联合评级将在本次公司债

券存续期内，在每年普邦股份年报公告后的两个月内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

在本次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级。 

根据联合评级出具的《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

级报告》，普邦股份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 

根据联合评级出具的《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跟踪评

级报告》，普邦股份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 

根据联合评级出具的《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跟踪评

级报告》，普邦股份长期信用等级由“AA”下调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同时由“AA”调降为“AA-”。该次债券信用评级变化

主要基于：跟踪期内，公司园林景观业务项目储备相对充足，但公司经营业绩大

幅下滑、PPP 项目进展较慢、环保业务经营状况不佳和互联网营销业务面临很大

经营压力等因素对公司信用水平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公司项目承接及施工受

疫情影响较大，2020 年一季度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经营持续亏损，但随着公司

项目陆续复工，公司园林景观业务经营状况有望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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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遵照募集

说明书相关约定执行，未发生变更，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均按期偿付，具体情况可

详见本报告“第七章 本次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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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

动情况 

发行人指定的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原为马力达，根据公司

2019 年 5 月 22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及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

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马力达因个人原因已书面申请辞去第三

届董事会秘书及副总裁职务。 

公司于 2019 年 5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刘昕霞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经公司总裁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昕霞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该届董事会届满时止。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综上，公司负责处理与本次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相应变更为刘昕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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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普邦股份未向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9 年度，普邦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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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2019 年度，本次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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