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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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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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泛控01”、“19泛控02”，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20 泛控 01 20 泛控 02 20 泛控 03 

债券名称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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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

期）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

期） 
核准文件和核准

规模 
证监许可[2019]579 号文核

准，50 亿元 
证监许可[2019]579 号文

核准，50 亿元 
证监许可[2019]579 号文

核准，5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附第 2 年末发行人上

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3 年，附第 2 年末发行人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3 年，附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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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亿元 4 亿元 7 亿元 
债券利率 7.50% 7.50%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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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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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末行使回售

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在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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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

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在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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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

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

售部分在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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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1 月 23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

的付息日（如遇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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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

的 2 月 27 日为上一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

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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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

的 4 月 29 日为上一计息

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

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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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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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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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行人

行使赎回权，则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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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2 月 27 日（如遇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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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

行人行使赎回权，则付息

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

年的 2 月 27 日（如遇非

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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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 月 29 日（如遇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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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

行人行使赎回权，则付息

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

年的 4 月 29 日（如遇非

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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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方式 

1、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

控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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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

先生本人为本期债券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公司以其持有的 11.77 亿

股武汉公司股权为本期债

券提供质押担保。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泛海控

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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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 AA+ AA+ AA+ 
跟踪评级情况 A 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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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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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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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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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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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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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泛控 01”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发行，募集资金为 12 亿元，票面利率为

7.50%。截至 2020 年 1 月 23日，“20泛控 01”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2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 1,2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198,800,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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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泛控 02”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至 2 月 27 日发行，募集资金为 4 亿元，票

面利率为 7.50%。截至 2020 年 2 月 27 日，“20 泛控 02”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4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 4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399,600,000.00

元。 

“20 泛控 03”于 2020 年 4 月 29 日发行，募集资金为 7 亿元，票面利率为

7.50%。截至 2020 年 4 月 29 日，“20 泛控 02”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700,00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 700,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699,300,000.00 元。 

“20 泛控 01”、“20 泛控 02”和“20 泛控 03”的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债券。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 泛控 01”、“20 泛控 02”和“20 泛控 03”募集资金合

计使用 2,297,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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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泛控 01 

发行人在北京银行酒仙桥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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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21180200012288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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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泛控 02 

发行人在北京银行酒仙桥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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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211802000093283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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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泛控 03 

发行人在北京银行酒仙桥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名称为泛海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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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账号为 200000211802000093213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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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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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泛控 01”由中国泛海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2020 年 5 月，本期债券持有人一致同意本期债券增加增信措施，具体如下： 

（1）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志强先生本人为本期债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公

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土地抵押担保，即武汉公司以合法拥有的以下土地使用权

（对应不动产权证编号：鄂（2019）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 0005471 号、鄂（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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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 0008053 号、鄂（2019）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 0008070

号、鄂（2019）武汉市江汉不动产权第 0005470 号、鄂（2019）武汉市江汉不动

产权第 0008072 号）作为抵押资产为本期债券提供抵押担保。 

“20 泛控 02”由中国泛海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 

“20 海控 03”无担保，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 

1、保证人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C 座 23 层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卢志强 

 成立日期：1988 年 4 月 7 日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科技、文化、教育、房地产、基础设施项目及产业的

投资;资本经营、资产管理;酒店及物业管理;会议及会展服务;出租商业用房、办公

用房、车位;通讯、办公自动化、建筑装饰材料及设备的销售;与上述业务相关的

经济、技术、管理咨询;汽车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保证人 2020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0 年度/末 

流动资产 181,496,157,181.63 
资产总计 295,736,309,609.64 
流动负债 184,687,048,251.97 
负债合计 236,329,356,357.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59,406,953,252.32 
营业收入 20,441,039,241.88 
营业利润 -6,377,100,2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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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总额 -6,130,908,009.42 
净利润 -6,748,136,476.53 

3、担保人资信情况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评定，中国泛海主体信用等级为 A, 评

级展望为“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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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专项偿债账户 

为了保证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

发行人在发行前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和专项偿债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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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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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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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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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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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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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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增信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报告期内，增信措施得到了有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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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泛控 01”、“20 泛控 02”及“20 泛控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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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专项偿债账户 

发行人设立了专项偿债账户，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发行人的专项偿债账户运

作不存在异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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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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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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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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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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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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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泛控 01”、“20 泛控 02”及“20 泛控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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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泛控 01”、“20 泛控 02”及“20 泛控 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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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泛控 01 

2021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1 月 23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

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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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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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23

日（如遇非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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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行人行使赎回权，则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23 日

（如遇非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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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泛控 02 

2021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2 月 27 日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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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

年的 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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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行人行使赎回权，则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2 月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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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泛控 03 

2021 年至 2023 年间每年的 4 月 29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非交

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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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 月 29

日（如遇非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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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发行人行使赎回权，则付息日为 2021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4 月 29 日（如

遇非交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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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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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泛控 01”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21 年 1 月 25 日支付完毕。 

“20 泛控 02”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21 年 3 月 1 日支付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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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泛控 03”第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已于 2021 年 4 月 29 日支付完毕。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经公司2018年10月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和于2018 

年10月25日召开的2018年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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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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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5 月 26 日出具的《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

关于下调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信用等级的公告》（东方金诚公

告【2021】124 号），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展望为负面，“20 泛控 01”、“20

泛控 02”和“20 泛控 03”债项评级为 A。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与“20 泛控 01”、“20 泛控 02”和“20 泛控 03”债券信用

等级均下调，可能对公司的偿债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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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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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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4-07 
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央商务区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

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鄂 01 执 786 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

裁定书》 

2021-04-29 
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2021）鄂 01 执 1240
号《执行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 

2021-04-30 
东方金诚出具关于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部分股

份被冻结事项的关注公告 
2021-05-20 公司收到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送达的仲裁材料 
2021-05-21 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评级被下调 
2021-05-25 公司美元债兑付安排调整 
2021-05-31 公司主体及相关债项评级被下调 
2021-06-04 公司面临重大诉讼 
2021-06-11 公司面临重大诉讼 
2021-06-15 公司美元债兑付安排调整 

（二）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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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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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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