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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发行人2021年3月公告的《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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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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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德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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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债券概要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1、债券名称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5年4月16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637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公

开发行不超过16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为首期发行，发行规模为8亿元。 

3、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15天保01。 

债券代码：112256.SZ。 

4、发行主体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5、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8亿元。根据发行人于2020年7月17日披露的《天津天保基

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20年兑付兑息暨摘牌公告》，“15天

保01”已完成兑付兑息工作。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发行。 

7、债券品种的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8、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 

2015年7月21日至2018年7月20日，票面利率为4.50%；2018年7月21日至2020年

7月20日，票面利率为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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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起息日：2015 年 7 月 21 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7 月 21 日，若投资者行

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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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0 年 7 月 21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8 年 7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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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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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

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

的相关规定办理。 

10、债券担保情况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的还本付息出具了担保函，担保

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本次

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11、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AA+。 

12、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债券名称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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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5年4月16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637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公

开发行不超过16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为第二期发行，发行规模为8亿元。 

3、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16天保01。 

债券代码：112463.SZ。 

4、发行主体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5、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8亿元。根据发行人于2019年10月22日披露的《天津天保基

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天保01”投资者回售结果的公告》，“16天保01”的回售金额

为3.50亿元（本金金额），目前本期债券的余额为4.50亿元。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发行。 

7、债券品种的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8、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 

2016年10月24日至2019年10月23日，票面利率为3.18%；2019年10月24日至2021

年10月23日，票面利率为5.80%。 

（二）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起息日：2016 年 10 月 24 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24 日，若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10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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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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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计息。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10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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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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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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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

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

的相关规定办理。 

10、债券担保情况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的还本付息出具了担保函，担保 

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本次

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11、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AA+。 

12、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所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 

1、债券名称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9年10月11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868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

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8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为

首期发行，发行规模为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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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19基建01。 

债券代码：149010.SZ。 

4、发行主体 

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5、发行规模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3亿元。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每一张票面金额为100元，按面值发行。 

7、债券品种的期限 

本期债券为3年期，含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2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1年的票面年利率。投

资者有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2年末选择是否将届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本期债券

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 

8、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一）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6.00%。 

（二）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起息日：2019 年 12 月 10 日。 

付息日：2020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2 月 10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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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0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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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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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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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12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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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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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

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

的相关规定办理。 

10、债券担保情况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次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11、发行时信用级别 

经东方金诚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12、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债券所募集资金将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公司债券。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德证券作为发行人“15天保01”、“16天保01”、“19基建01”公司债券的受托管

理人，2020年按照相关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相关公司

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制，2020年1月-12月，中德证

券每月定期向发行人发送《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新增借款及其他重大事项的

询证函》，了解发行人是否发生了应披露的重大事项，并监督了发行人对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所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发行人"15天保01"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12256）

于2020年7月20日到期，发行人已于2020年7月21日完成该期债券本金兑付及付息工

作。2020年8月24日，发行人披露了《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发生变动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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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证券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相关规定，于2020年4

月20日出具了《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年

度）》，发行人将上述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及时完成了对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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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2020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中文名称：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Tianjin Tianbao Infrastructure Co., Ltd. 

2、公司法定代表人：夏仲昊 

3、成立日期：1998年9月30日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000700597012E 

5、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6、股票简称：天保基建 

7、股票代码：000965 

8、上市日期：2000年4月6日 

9、注册资本金：110,983.09万元 

10、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1号楼-602 

11、联系地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五道35号汇津广场1号楼 

12、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经营；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进行投资；商

品房销售；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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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营业务范围及主要产品 

公司属于房地产类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物业出租、物业管理等业

务。经营范围为基础设施开发建设、经营；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进行投资；商品房

销售；房地产中介服务；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 

二、发行人2020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利润主要来源于房地产业务，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以

住宅项目为主，项目和土地储备主要集中于天津滨海新区，并已拓展至市区核心区

域。通过打造天保金海岸、意境兰庭等多个热销项目，公司在滨海新区拥有雄厚的

客群基础以及良好的客户口碑，在滨海新区房地产市场占有一定市场份额。在京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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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一体化的背景下，天津经济的稳定增长和良好的区域产业资源，为房地产行业的

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津城”、“滨城”双城发展格局的打造及“海河英才”人

才引进政策的持续实施给滨海新区带来新的市场机遇，有利于区域人才引进、环境

建设、产业导入，由此产生的住房需求也将为区域地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保障。 

2020年，在国内房地产市场长时间低迷的情况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爆

发对公司经营活动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面对当前严峻形势，公司上下同心，务求

实效，狠抓经营攻坚战，一方面积极践行国企责任响应国家减免商户租金政策，另

一方面积极组织开展复工复产，通过优化管理模式，提质增效，努力提升资产运营

能力。同时，公司“房地产+”战略布局初现成效，通过深耕区域资源，加强与知

名企业合作，与优质教育集团形成优势联动，成功引进贝赛思国际学校等优质教育

资源，为公司地产项目增加了消费粘性和社群效应，促进了品牌的提升和项目增值

增效。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8.2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9,529.34万元。资产负

债率45.83%，负债比例安全可控。全年实现新增销售合同额7亿元，租赁经营逆势

实现收入5,594.55万元，物业管理实现收入4,405.29万元，超额完成预算指标。 

2020年度，公司努力克服疫情、环保停工等不利因素带来的影响，坚持以全年

经营计划为目标，以促生产、保销售为主线，全力推进各建设项目运行，全年基本

完成预期节点要求。项目开发建设方面，努力加强现场质量管控力度，稳步提升建

设品质。天保金海岸F地块等项目通过天津市文明工地现场验收，生态城项目入围

“2020年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名单”。此外，公司

扎实推进安全管理工作，坚持隐患排查，督促检查整改落实，荣获“2019年度安全

生产先进企业”荣誉称号。 

2020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8.20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32.59%，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满足结转收入条件的项目同比减少所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9,529.34万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49.78%，主要原因是利润总额同比减少所致。 

2020年度，公司主营业务（按行业，产品情况以及地区）表如下所示： 

单位：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 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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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 业 收 入

比 上 年 同

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

上年同期增

减 

分行业、产品 

房地产销售 719,717,016.31 243,512,640.90 66.17% -35.48% -46.01% 

物业出租 55,945,597.90 40,211,063.15 28.12% -15.88% -14.36% 

物业管理 44,052,912.48 46,027,099.43 -4.48% 34.23% 14.95% 

其他业务 14,858.41 - 100.00% -98.78% -100.00% 

分地区 

天津 819,730,385.10 329,750,803.48 59.77% -32.59% -38.72% 

三、发行人2020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率 

流动资产合计 8,225,646,016.86 7,445,514,198.89 10.48% 

非流动资产合计 1,725,641,930.67 1,671,686,060.91 3.23% 

资产总计 9,951,287,947.53 9,117,200,259.80 9.15% 

流动负债合计 3,988,437,008.44 2,684,862,815.24 48.55% 

非流动负债合计 572,722,026.89 1,115,368,083.99 -48.65% 

负债合计 4,561,159,035.33 3,800,230,899.23 20.0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5,381,790,259.94 5,308,684,848.11 1.3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5,390,128,912.20 5,316,969,360.57 1.38%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增减率 

营业总收入 819,730,385.10 1,216,110,975.62 -32.59% 

营业总成本 556,817,144.24 971,563,155.77 -42.69% 

营业利润 149,705,960.36 272,843,016.44 -45.13% 

利润总额 150,032,861.40 272,254,934.12 -44.89% 

净利润 95,347,588.63 189,861,211.49 -49.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95,293,448.83 189,761,981.51 -49.7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7 -47.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9 0.17 -47.06%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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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09,287,590.53 -341,578,570.19 -224.7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30,626.26 559,134.64 352.6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62,478,288.63 -318,747,684.65 339.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44,278,675.64 -659,767,120.20 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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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一）募集资金情况 

2015年4月16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637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公

开发行不超过16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于2015年7月21日至2015年7月22日公开发

行了8亿元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7月23日汇入发行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

具了编号为瑞华验字【2015】12050001号的验资报告。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本期债券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发行的公司债券，按照当时的监管

要求，本期公司债券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后，按照募集

说明书承诺的用途已全部补充流动资金，目前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二、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一）募集资金情况 

2015年4月16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637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公

开发行不超过16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于2016年10月24日至2016年10月25日公开

发行了8亿元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8亿元。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2016年10月26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立信中联验字（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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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028号验资报告。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本期债券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发行的公司债券，按照当时的监管

要求，本期公司债券未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保荐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后，按照募集

说明书承诺的用途已全部补充流动资金，目前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三、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一）募集资金情况 

2019年10月11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868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

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8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为

首期发行，发行规模为3亿元。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3亿元。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于

2019年12月11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

还公司到期债券。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设立了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开户银行为渤海银行天津

自由贸易试验区分行营业部。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因本期债券的发行时间晚于16天保01的回售日期，发行人先使用自有资金偿还

到期的16天保01公司债券，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募集资金用于置换发行人

偿还16天保01的自有资金，目前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经全部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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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担保人情况 

 “16天保01”、“19基建01”公司债券担保人均为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担保人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简介 

担保人名称：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681881834F 

法定代表人：赵家旺 

注册资本：2,656,303.15万元 

设立日期：2008年12月17日 

住所：天津空港物流加工区西三道166号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国际与国内贸易、仓储物流业、金融业、高新技术产

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国际贸易；仓储（危险品除外）；

货运代理；自有设备租赁；物业服务；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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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天津天保控股有

限公司100%股权；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发行人

51.45%的股份。因此，担保人间接持有发行人51.45%的股份。 

二、财务状况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截至2020年末，天津保税区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额1,452.62亿元；净资产额527.68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3.67%；净资产收益率为1.74%；流动比率为1.53；速动比率为1.08。（以上数据均

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审计）。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区域经济、多元化发展和经营实力等方面

具有显著优势，行业地位和运营管理能力突出，经营状况良好。 

（一）区域经济优势 

天津港保税区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内，于1991年5月12日经国务院批准设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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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北方地区规模最大的保税区。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天津港保税区已经形成了

“一委三区”的管理体制，即由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管理天津港保税区、天津空港经

济区和天津空港国际物流区共三个区域，统称“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已从

单一的海港保税区逐步成为拥有“三个区域、五种形态”联动的综合型保税区。其中，

“三个区域”即天津港保税区、天津空港经济区、天津空港国际物流区；“五种形态”

则包括海港保税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空港保税区和保税物流园区。 

天津港保税区是我国继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之后，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新的经济性区域。保税区按照国际惯例运作，享有“免证、

免税、保税”政策，实行“境内关外”运作方式。自我国1990年5月建立上海外高桥保

税区以来，已经陆续建立了天津港、深圳福田港、宁波港等多个保税区，这些保税

区功能主要定位于“保税仓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

加深和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国内保税区也得到了高速发展，尤其是国家级保

税区已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二）多元化发展优势 

作为天津港保税区管委会下属国有独资企业，经管委会授权，天津保税区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要承担天津港保税区、天津空港经济区和天津空港国际物流区

的区域服务职能，并负责上述三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同时还参与了空客

A320系列飞机天津总装线等重大项目的投资和建设。投控集团通过产融结合，初步

形成了航空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业、现代服务业和金融及股权投资

四大主营业务板块。 

（三）经营实力优势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规模大，经营状况良好，具有雄厚的经

营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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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0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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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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及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0年7月21日为本期债券兑付兑息日，公司已经完成2020年度兑付兑息工作。 

二、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020年10月24日为本期债券付息日，公司已经完成2020年度付息工作。 

三、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2020年12月10日为本期债券付息日，公司已经完成2020年度付息工作。 

四、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2020年内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较为有效地执行了债券的相关

偿债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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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 

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一、“15天保01”、“16天保01” 

根据发行人第五届董事会三十次会议及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当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债券本息或者在本次

债券到期时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发行人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与公司债券相关的公司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2020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二、“19基建01” 

根据发行人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及于2019年7月24日召开的股东

大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

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发行人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与公司债券相关的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2020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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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一、“15天保01”、“16天保01” 

2020年5月6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2020年跟踪评级报告》，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 

“15天保01”、“16天保01”的信用等级为AA+。 

二、“19基建01” 

2020年5月18日，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天津天保基建股份

有限公司公司主体及“19基建01”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

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19基建01”的信用等级为AAA。 

如上述债券的跟踪评级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出现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实质

影响的情形，债券受托管理人将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2 

第九章 发行人重大事项基本情况及处理结果 

2020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或者债券价格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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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规模

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含8亿元）的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同时，公司由全资子公司滨海开元为上述担保事项向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截至2020年12月31日，上述债券发行规模为3亿元，因此对外担保实际金额为3

亿元。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20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上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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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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津天保基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0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盖章）：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