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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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

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安徽华茂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与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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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第三方中介机

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茂股份”、“公司”

或“发行人”） 提供的相关资料、说明文件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由本期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邦证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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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邦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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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期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93号”文核准发行，核准规模为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5亿元（含6.5亿元）。 

二、“17 华茂 01”债券基本情况 

（一）发行主体：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名称：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三）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 5.66 亿元（目前存续金额为 2.86

亿元）。 

（四）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发行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五）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定价流程：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方式，根

据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确定，

在公司债券存续期限内固定不变。最终票面利率为 5.42%。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六）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本期债券的期限为 5 年，附第 3 年末公

司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将于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

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

调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七）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

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3 个计息年

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

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自公司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

上调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

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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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

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的决

定。 

（八）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发行。 

（九）发行对象：本次债券面向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具备相应风险识

别和承担能力的合格投资者发行，采取簿记建档发行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

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进行债券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交所的相关规

定进行。 

（十）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配售。 

（十一）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有人可按照有

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十二）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

计利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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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发行首日：2017 年 3 月 31 日。 

（十四）起息日：2017 年 3 月 31 日。 

（十五）利息登记日：本期公司债券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该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公司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

得上一计息年度的债券利息（最后一期含本金）。 

（十六）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的本息支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

他具体安排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

理。 

（十七）付息日：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3 月 3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

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3 月 31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

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十八）兑付日：2022 年 3 月 3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兑付日为 2020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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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十九）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

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

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者持有的本期

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二十）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人在托管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

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行专项管理。 

（二十一）担保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二十二）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17 华茂 01”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二十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十四）挂牌转让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十五）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说明书中约定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公司金融机

构借款、债券及其他债务性工具。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债券及其他债务性工

具明细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类型 利率 规模（亿元） 期限 到期日 

12 华茂债 公司债 6.30% 8.40 5 年 2017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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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和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俊龙 

设立日期：1998年7月1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94,366.50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94,366.50元 

住所：安徽省安庆市纺织南路80号 

股票简称：华茂股份 

股票代码：000850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电话：0556-5919977 

传真号码：0556-5919978 

邮编：246018 

所属行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C17 制造业-纺织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C17 制造业-纺织业 

组织机构代码：91340800704937491X 

本次债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联络方式：罗朝晖、0556-5919977 

经营范围：棉、毛、麻、丝和人造纤维的纯、混纺纱线及其织物、针织品、

服装、印染加工；纺织设备及配件、家用纺织品销售；投资管理。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 

2020年，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面对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对各种挑战和压力，公司紧紧抓住“聚焦主业，提

质增效，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线，改革创新，加大调整，实现了产业资本

和金融资本“双轮驱动”的良好发展局面。坚持强化内功，做好自己的事，抓住

聚焦纺织主业不松劲，坚持危中寻机不松懈，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年初

确定的目标任务，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了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并保持了公司的持续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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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公司获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品开发贡献奖”，其中，“橙

黄橘绿、似锦年华、自成一格”等产品获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暨2021秋冬中国

流行面料入围评审优秀奖。 

2020年公司申报专利51项（其中发明专利28项，实用新型专利23项）。“多

重集聚纺底座等高定位安装工具及其使用方法”获得行业协会专利优秀奖。“多

重集聚纺技术研究与应用”等六项成果获得“安徽省科技成果奖 ”。  

2020年，12月3日嫦娥五号成功在月球表面首次展示的“织物版”国旗，是

由公司与武汉纺织大学等单位共同攻关研制，并在公司进行纺纱、织布、染色、

缝纫生产，成功研制出符合航天品质要求的第一面“织物版”五星红旗。 

公司信息化持续推进。报告期内，纺纱、面料、无纺布多项新信息系统上线

运行。OA系统完成9.0版本的升级。2020年，公司申报的“新型纺纱智能化改造

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工业大奖”，并再次荣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全国纺

织企业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智慧华茂手机APP平台项目持续升级，继获得工

信部“信息消费应用创新奖”后，又成功入选工业数据分类分级应用优秀案例。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国泰君安、广发证券、徽商银行、网达软件等股权分红

4,488.24万元；处置国泰君安股票2,222.35万股，回笼资金46,877.77万元。截止本

报告期末，公司持有国泰君安4,537.65万股，持有广发证券2,050万股，持有拓维

信息327.15万股，持有网达软件240万股，持有徽商银行7,148.69万股。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3.92亿元，同比上升13.87%；实现净利润2.06

亿元，同比上升30.32%，其中归属母公司净利润2.22亿元，同比上升12.40%。基

本每股收益0.24元，每股净资产4.56元。 

表：各业务板块的收入成本情况 

单位：亿元，% 

业务板块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收入 成本 收入占比 

纺织 32.11 26.15 94.67 28.71 25.02 96.37 

其他业务 1.81 1.48 5.33 1.08 0.85 3.63 

合计 33.92 27.63 100.00  29.79 25.87 100.00  

三、发行人 2020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2020年度财务报告已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

出具了容诚审字[2021]230Z1693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非经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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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中引用的财务会计数据摘自上述财务报告。 

（一）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财会【2017】

22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企业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新收入准则。公司于2020年1月1日执行新收入准则，对会计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

调整。 

新收入准则要求首次执行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即

2020年1月1日）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

整。在执行新收入准则时，公司仅对首次执行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计影响数进

行调整。 

2019年12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3号》。公司于2020

年1月1日执行该解释，对以前年度不进行追溯。 

上述会计政策的累积影响数如下： 

因执行新收入准则，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

17,965,124.48元、其他流动负债2,335,466.18元、预收款项-20,300,590.66元。公司

母公司财务报表相应调整2020年1月1日合同负债8,007,915.41元、其他流动负债

1,041,029.00元、预收款项-9,048,944.41元。 

上述会计政策变更经公司2020年4月2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批准。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2020年发行人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表：报告期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

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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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

明原因 

总资产 71.47 75.52 -5.36  

总负债 27.59 32.03 -13.85  

净资产 43.88 43.50 0.88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43.04 42.49 1.29  

资产负债率（%） 38.60 42.42 -3.82  

流动比率 2.05 1.65 40.13 
主要原因是本期流动负债

减少较多所致 

速动比率 1.76 1.34 41.29 

主要原因一是本期流动负

债减少较多，二是本期存

货有所下降所致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余额 
5.27 3.80 38.89 

主要系公司当期投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大幅增

加所致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

明原因 

营业总收入 33.92 29.79 13.87  

营业总成本 31.79 30.34 4.78  

利润总额 2.86 2.22 29.23  

净利润 2.06 1.58 30.32 主要系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

利润 
0.73 -2.66 127.43 

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

所致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2 1.98 12.40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6.36 5.62 13.10  

EBITDA 利息倍数 6.85 4.75 44.21 

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利润增

加，二是本期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增加，三是利息支

出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 
4.00 5.71 -29.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 
3.24 -0.57 669.49 

主要原因是上期新建项目

采购设备支付的现金较多

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净额 
-5.75 -3.85 -49.45 

主要原因是本期借款减少

较多所致 

应收账款周转率 11.00 10.70 2.87  

存货周转率 5.21 3.75 39.12 
主要系本期存货有所下降

所致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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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 30%的，说

明原因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EBITDA 全部债务比 32.98 23.40 9.58  

利息保障倍数 4.09 2.87 42.51 

主要原因一是本期利润增

加，二是本期缴纳的企业

所得税增加，三是利息支

出减少所致 

销售费用 0.40 0.77 -48.35 

主要系公司 2020年度适用

新收入准则，将运输费重

分类至合同履约成本，在

确认收入时结转营业成本 

管理费用 1.32 1.31 0.87  

研发费用 1.20 1.00 19.97  

财务费用 0.92 1.12 -17.88  

（四）主要资产和负债的变动情况 

1、主要资产情况 

表：截至 2020 年末发行人主要资产情况 

单位：亿元 

资产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货币资金 5.27 3.80 38.89 
主要系公司客户回

款较好所致 

应收账款 3.01 3.15 -4.56  

预付款项 1.41 0.96 47.46 

主要系本期采购规

模上升，相应预付

货款金额增加 

存货 4.70 5.90 -20.43 

主要系本期采购规

模上升，相应预付

货款金额增加 

流动资产合计 32.55 31.66 2.81  

长期股权投资 8.62 10.75 -19.75  

固定资产 22.67 20.64 9.81  

在建工程 0.25 3.61 -93.09 

主要系公司本期在

建工程转固金额较

大 

无形资产 3.54 3.87 -8.51  

其他非流动资产 0.10 0.01 706.46 
主要系公司本期预

付的设备款金额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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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大所致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93 43.87 -11.26  

资产总计 71.47 75.52 -5.36  

 

2、主要负债情况 

表：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主要负债情况 

单位：亿元 

资产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变动比例

（%） 

变动比例超过 30%

的，说明原因 

短期借款 8.65 13.62 -36.50 
主要系公司本期归

还到期借款所致 

应付账款 2.71 2.42 12.16  

其他应付款 1.13 1.21 -6.54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90 0.74 155.56 

主要系期末长期借

款中一年内到期金

额较上期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0.37 0.30 23.53  

流动负债合计 15.87 19.19 -17.30  

长期借款 5.88 3.63 62.22 

主要系公司本期新

增借款金额较大所

致 

应付债券 2.86 5.65 -49.42 

主要系公司本期偿

还 17 华茂 01 债券

所致 

长期应付款 0.05 0.05 -  

递延所得税负债 1.71 2.21 -22.49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72 12.84 -8.69  

负债合计 27.59 32.03 -1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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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偿债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序号 项目 2020 年末/度 2019 年末/度 

1 流动比率 2.05 1.65 

2 速动比率 1.76 1.34 

3 EBITDA 利息倍数 6.85 4.75 

4 资产负债率（%） 38.60 42.42 

5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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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ITDA利息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摊销）/（资本化利息+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4、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资产总额）×100% 

截至 2019 年末及 2020 年末，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分别为 1.65 和 2.05，速动比

率为 1.34 和 1.76，流动资产对流动负债的保障程度大幅提升，公司短期偿债能

力较强。 

截至 2019 年末及 2020 年末，发行人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42.40%和 38.60%，

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总体来看，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处于合理水平，资产负债结

构较为合理。 

2019-2020 年，发行人的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分别为 4.75 和 6.85，利息保

障倍数有所上升，表明发行人长期偿债能力有所增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发行人财务结构较为合理，变现能力和偿债能力较

强。 

二、发行人偿债意愿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每年均按时足额兑付本期债券的利

息，并按时足额支付回售部分的本金，未有拟不偿还本期债券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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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的核查情况 

一、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93号”文核准，于2017年3月31日发行

“17华茂01”。“17华茂01”募集资金566,000,000.00元，扣除券商承销费用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563,294,880.00元，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会验字[2017]2993号验证，该笔资金已于2017年4月6日存入徽商银行安庆振风

支行募集资金专户。 

根据“17华茂01”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17华茂01”偿还公司金融机构借款、

债券及其他债务性工具。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债券及其他债务性工具明细如下： 

债券名称 债券类型 利率 规模（亿元） 期限 到期日 

12 华茂债 公司债 6.30% 8.40 5 年 2017 年 4 月 11 日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华普天健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安徽华茂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2017年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会验字

[2017]2994号），截止2017年4月7日，华茂股份已将募集资金中的563,294,880.00

元全部用于偿还“12华茂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按照募集说明书中披露的

用途使用完毕。 

上述债券的募集资金使用程序及履行程序均严格依照《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执行，募集资金专户运作规范，募集资金用途与募集

说明书承诺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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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增信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因本期债券未设置担保、抵质押等增信措施，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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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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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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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17华茂01”付息日为2018年至2022年每年的3月31日，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于2018年3月31日偿付了“17华茂01”自2017年3月31日至

2018年3月30日期间的利息；已于2019年3月31日偿付了“17华茂01”自2018年3月

31日至2019年3月30日期间的利息。2020年3月31日，“17华茂01”进入回售期，公

司保持“17华茂01”票面利率不变，并支付了“17华茂01”回售金额及2019年3月31

日至2020年3月30日期间的利息合计2.95亿元（含利息）。回售后，“17华茂01”

余额变更为2.86亿元。发行人已于2021年3月31日偿付了“17华茂01”自2020年3月

31日至2021年3月30日期间的利息。 

 

 

YEECOH0.0



债券简称：17 华茂 01  债券代码：112512 

17 

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发行人委托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对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情况出具了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评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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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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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2020年度未发生变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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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及受托管理人

采取的应对措施 

本期债券2020年度未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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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重大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发行人无对外担保的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二、累计新增借款情况 

2020年度，发行人不存在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以及超

过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情形。 

三、发行人股东变更的情况 

2020年度，发行人不存在股东变更的情形。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况 

2020年度，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动。 

五、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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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六、相关当事人 

2020年度，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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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2020年度，受托管理人德邦证券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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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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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跟踪发行人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和资信状况，持续跟踪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本息偿付情况及偿债保障措

施执行情况，并督促发行人履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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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责，维护了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上述履职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 

（一）查阅了发行人的财务会计报告； 

（二）调取了发行人的银行征信记录； 

（三）对发行人专项账户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进行监督； 

（四）监督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义务执行相关事务，如进

行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及重大事项的信息披露等。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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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安徽华茂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0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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