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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泛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

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

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泛海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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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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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

16泛控01、16泛控02，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16 泛控 01 16 泛控 02 

债券名称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期）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二期） 

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证监许可[2016]183 号文，35

亿元 
证监许可[2016]183 号文，35

亿元 

债券期限 
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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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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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规模 22 亿元 13 亿元 

债券利率 
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利率为

5.60%，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

率为 6.50% 

存续期前 3 年票面利率为

5.29%，存续期后 2 年票面利

率为 6.50% 
计息方式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还本付息方式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的方

式。各期债券的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

起支付。如果投资者在存续期

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回售部分在第 3 年末本金随该

年利息一起支付，未回售部分

到期一次还本。各期债券本息

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

关规定来统计各期债券的持有

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

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的方

式。各期债券的利息每年支付

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

起支付。如果投资者在存续期

第 3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回售部分在第 3 年末本金随该

年利息一起支付，未回售部分

到期一次还本。各期债券本息

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

关规定来统计各期债券的持有

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

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 

付息日 

2017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的 3
月 7 日为该期债券上一计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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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的 3
月 23 日为该期债券上一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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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方式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 AA 
跟踪评级情况 AA+（列入观察） AA+（列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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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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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债

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

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1、行业情况 

2020年是公司发展历程中极不平凡的一年，是企业负重前行的一年，突出

表现在：一方面，公司主要资产集中分布在境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区域，

受此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和资产优化处置工作难以按原定计划推进实施；另一

方面，公司金融、地产等主要业务继续受到国内“严监管、强调控”政策影响，

叠加融资难、融资贵等市场影响，公司年内面临的挑战因素显著增多，发展阻

力持续加大。 

2、经营开展情况 

目前，公司核心业务包括金融业务和房地产业务。 

年内，公司所属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子公司严格落实各项监管要求，沉

下心来做好经营并探索发展新思路，努力提升发展质量，其中：公司控股子公

司民生证券经纪业务、投资银行、资产管理、固收业务条线经营均同比向好，全

年民生证券实现营业收入36.20亿元，同比增长36.54%，实现净利润9.19亿元，

同比增长72.65%；公司控股子公司民生信托受托资产管理规模及其中的主动管

理规模均有所提升，但受疫情、监管政策、风险减值计提等诸多因素影响，民生

信托业绩同比大幅下降，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2.43亿元，净利润为-4.49亿元；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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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控股子公司亚太财险保费收入首次突破50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5.06亿元，

同比增长23.84%，实现净利润1.49亿元，同比上升50.11%。此外，民生证券旗下

民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年内获中国证监会核准设立，公司金融业务扩展至公

募基金领域，金融综合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 

报告期内，作为公司境内重点地产项目，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上半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负面影响巨大。为抢抓业绩，公司合理安排各项目开发进度节奏，

积极拓展整售资源渠道，全力促进武汉中央商务区项目公建部分的整售或合作

开发，并推动旗下武汉费尔蒙酒店于年内实现全房开业目标。在推进地产项目

正常开发建设运营的同时，公司依托整体资产质量优良、经营决策机制灵活的

优势，加大了对境内外部分资产进行优化处置的工作力度并有所突破。 

3、总体经营数据 

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外部环境因素剧烈冲击，以及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

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的财务费用增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

2020年度业绩出现大额亏损。经审计，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40.57亿元，

同比上升12.1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22亿元。截至2020年12月

31日，公司总资产1,809.9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66.06亿元。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状况 

截至 2020 年末，公司总资产达到 1,809.91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66.06 亿元。2020 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0.57 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6.22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40.75 亿元，每股收益为-0.89 元/股，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出现大额亏损。 

表：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资产总计 180,990,832,219.94 177,874,514,963.44 1.75 
负债合计 146,010,488,560.06 144,758,098,066.90 0.87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980,343,659.88 33,116,416,896.54 5.63  
营业收入 14,056,819,178.97 12,531,253,482.30 12.17 
营业利润 -4,314,744,992.47 2,458,177,520.64 -2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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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4,497,335,704.65 2,405,734,512.21 -286.94 
净利润 -4,720,384,567.93 1,426,471,695.74 -430.9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621,758,344.82 1,094,824,731.08 -522.1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336,237,439.78 5,571,463,704.84 49.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79,332,755.45 7,320,425,358.59 40.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932,959,778.32 -12,657,383,111.80 25.88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6 泛控 01”于 2016 年 3 月 7 日至 3 月 8 日发行，募集资金为 22 亿元，

票面利率为 5.60%。截至 2016 年 3 月 8 日，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2,2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 13,2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2,186,800,000.00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编号为“信会师报

字[2016]第 310169 号”验资报告对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验证确认。 

“16 泛控 02”于 2016 年 3 月 23 日至 3 月 24 日发行，募集资金为 13 亿元，

票面利率为 5.29%。截至 2016 年 3 月 24 日，发行人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3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 7,8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292,200,000.00 元。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编号为“信会师报

字[2016]第 310319 号”验资报告对募集资金的到位情况进行验证确认。 

 “16泛控01”和“16泛控02”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35亿元的金融机构借款，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序号 融资主体 融资机构 融资余额 期限 
拟投入募集

资金额度 

1 
武汉中心大厦开发投

资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8.00 2015/1/16-2017/1/15 8.00 

2 
武汉泛海城市广场开

发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8.50 2015/4/16-2017/4/15 8.00 

3 
泛海建设集团青岛有

限公司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7.00 2015/3/30-2017/3/29 7.00 

4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0 2015/4/22-2017/4/22 

4.00 
5.00 2015/4/24-2017/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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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武汉中央商务区建设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10.00 2015/6/30-2017/6/29 8.00 

 合计 40.50 - 35.00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16 泛控 01”和“16 泛控 02”募集资金合计使用

3,479,000,000.00 元，募集资金余额为 0.00 元，上述两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已

经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用途使用完毕。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

名称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号为 2000646216000593。发行人严格按

照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对专项账户进行募集资金管理，将该专项账户用于

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发行人的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不存在异常。 

五、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主营业务的盈利是偿债资金的主要来源。2018 年至 2020 年发行人实

现营业收入分别为 124.04 亿元、125.02 亿元和 140.57 亿元；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 9.31 亿元、10.95 亿元和-46.21 亿元；受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等外部环境因素剧烈冲击，以及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要求计提减值准备、计

入当期损益的财务费用增加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公司 2020 年度业绩出现大额亏

损。 

发行人注重资金流动性管理，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截至 2020 年末，发

行人货币资金余额为 193.88 亿元，发行人货币资金余额充足。截至 2020 年末，

发行人流动资产金额为 1347.00 亿元，占总资产的比例超过 70%。虽然公司资产

流动性较好，具有较强的变现能力，必要时可以通过流动资产变现来补充偿债资

金，但公司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等外部环境因素剧烈冲击，存在较大的偿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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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6 泛控 01”和“16 泛控 02”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次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财务部牵头负责协调本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相关

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本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

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

本期债券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

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

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3 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

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受托管理协议》。在

本期债券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4、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受托管理协议》及中

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

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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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6 泛控 01”和“16 泛控 02”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16 泛控 01”和“16 泛控 02”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

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

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在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债券本息的兑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期偿付， 

保证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了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

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公司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

的制度安排。 

（3）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 

并与中信建投证券签订了《受托管理协议》，由债券受托管理人代表债券持有人

对发行人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券持有人

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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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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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

权益。 

（4）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受托管理协议》

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发行人偿债能力、募集资金

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3、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16 泛控 01”和“16 泛控 02”偿债保障措施均得到有效执行。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16 泛控 01”和“16 泛控 02”均为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兑付一起支付。 

1、16 泛控 01 

2017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的 3 月 7 日为该期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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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3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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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2、16 泛控 02 

2017 年至 2021 年间每年的 3 月 23 日为该期债券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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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至

2019 年间每年的 3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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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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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监督发行人对募集说明书

约定义务的执行情况，督促发行人按时偿还本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

务的情况。 

“16 泛控 01”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7 年 3 月 7 日支付完毕。“16

泛控 01”第二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8 年 3 月 7 日支付完毕。“16 泛控 01”

第三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9 年 3 月 7 日支付完毕。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

申报数据，“16 泛控 01”的回售申报有效数量为 20,942,844 张，回售金额为

2,094,284,400.00 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数量为 1,057,156 张。公司在 2019 年

3 月 7 日向有效申报回售的“16 泛控 01”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 

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8 日偿付“16 泛控 01”。 

16 泛控 02”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7 年 3 月 23 日支付完毕。“16

泛控 02”第二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8 年 3 月 23 日支付完毕。“16 泛控 02”

第三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支付完毕。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本次回售申报数量为 12,965,790 张，回售金额为 1,296,579,000.00

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数量为 34,210 张。公司在 2019 年 3 月 25 日向有效申

报回售的“16 泛控 02”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 

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23 日偿付“16 泛控 02”。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经公司2015年10月1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临时会议和2015年

11月2日召开的2015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发行人承诺在预计不能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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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现金方式进行利润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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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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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2020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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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东方金诚于 2020 年 7 月 13 日出具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关于将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列入评级观察名单的公告》（东方

金诚公告【2020】245 号），将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 AA+， “16 泛控 01”和“16

泛控 02”债项评级 AA+列入观察名单。 

十二、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20 年，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十三、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评级调整、收到行政监管措施、重大诉讼等重大事

项，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的公告，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一）基本情况 

公告日期 基本内容 
2020-07-15 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评级被列入观察名单 

2020-09-14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关于对泛海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2020-12-24 公司拟为中国泛海相关债务提供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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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金额不超过 50 亿元，公司以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份为其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泛海将就此提供反担保。 
2021-01-08 公司当年累计对外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 20% 
2021-01-29 公司董事离任 
2021-03-03 公司面临重大诉讼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受托管理人通过与发行人沟通获知相关重大事项的具体情况，及时开展进一

步核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项需要对外

披露，督促发行人及时对外披露相关情况。 

（三）信息披露情况 

就上述此事项，发行人披露了相关公告，受托管理人披露了相应的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十四、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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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0 年度）》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2021    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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