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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主体名称

中文名称：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to Express Co.,Ltd.

二、公司债券审核及注册规模

2019年8月22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核准（[2019]1527号），发行人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公司债券。

三、公司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0STO01”

1、债券名称：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0STO01”，债券代码为“149107.SZ”。

3、发行规模：人民币5.00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为3年期。发行规模为5.00亿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18%。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1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办理。

8、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3年每年的4月29日，前述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4月29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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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担保方式：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1、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2、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国

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2022

年6月24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信评委函字[2022]跟踪1122号），维持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期债券债项评级AA+。

13、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20STO02”

1、债券名称：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20STO02”，债券代码为“149255.SZ”。

3、发行规模：人民币5.00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品种的期限及规模：本期债券为3年期。发行规模为5.00亿元。

6、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4.30%。

7、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1次，

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

关规定办理。

8、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3年每年的10月15日，前述日期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9、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10月15日，前述日期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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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担保方式：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无担保。

11、发行时信用级别：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

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2、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国

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每年将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2022

年6月24日，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了2022年度跟踪评级报告，

（信评委函字[2022]跟踪1122号），维持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主体评级AA+，

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期债券债项评级AA+。

13、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4、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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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2021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名称 ：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英文名称 ： Sto Express Co.,Ltd.

注册资本 ： 153,080.22万元

实缴资本 ： 153,080.22万元

注册地址 ： 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机电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 陈德军

成立日期 ： 2001年 11月 1日

股票简称 ： 申通快递 股票代码 ： 002468.SZ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 陈德军

联系电话 ： 86-21-60376669

传真 ： 86-21-60376600

电子邮箱 ： ir@sto.cn

经营范围

： 国内快递（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普通货运（除

危险化学品），国际、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除危险化

学品），报关服务，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品），销

售纸制品、电子产品，实业投资。

二、发行人 2021年度经营情况

2021年度，公司持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稳定运营平台；优化干线运力

配置，打造高效干线运输队伍；全面赋能末端网点，提升网络经营活力；推动数

智化转型升级，全面实现智慧运营；孵化新兴业务板块，寻求差异化布局。2021

年，公司全年完成快递业务量约110.76亿件，同比增长25.62%，市场占有率约为

10.23%。

2021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25,477.71万元，较2020年度增幅为17.10%；

实现净利润-91,144.32万元，较2020年度减幅为1959.54%。公司2021年净利润大

幅下降，且发生超过2020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亏损，主要系经营业绩影响和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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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资产减值影响产生，具体原因详细如下：（1）2021年前三季度，公司为维持

快递网络的健康发展，增强加盟网点的客户拓展和服务能力，适当调整了市场政

策的扶持力度，导致公司单票快递收入下降，因此对全年业绩产生一定影响。（2）

2021年前三季度，由于受场地搬迁、项目竣工延期等因素影响，整体单量吞吐规

模受限，导致公司运营成本较高，产能利用率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业绩

表现。（3）公司结合自身经营情况，适当加大了融资力度，新增银行借款导致

财务费用有所增长。（4）跟据《企业会计准则》以及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

并结合公司2021年全年经营业绩、相关资产产生的现金流及经营利润实现情况等

因素，公司对合并报表中截至2021年末的相关资产价值进行梳理和分析，对存在

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同时对已确认无法收回的应

收款项进行清理，并予以核销。2021年度，申通快递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77,860.86万元，核销坏账4,235.36万元，将减少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78,921.36万元。

2021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营业成本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业务板块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收入占比（%）

信息服务 190,506.61 19,400.69 7.54
有偿派送 1,360,605.25 1,401,079.22 53.88

中转 908,685.03 985,452.81 35.98
物料销售 10,640.96 8,714.61 0.42
仓储配送 43,248.03 45,833.13 1.71

其他 11,791.83 6,223.95 0.47
合计 2,525,477.71 2,466,704.41 100.00

三、发行人 2021年度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21年和 2020年主要会计数据以及财务指标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

指标
2021年度/末 2020年度/末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变动幅度超过30%
的，说明原因

总资产 1,876,690.75 1,595,160.98 17.65 -

总负债 1,088,984.42 711,016.01 53.16
2021 年度银行借款增

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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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

指标
2021年度/末 2020年度/末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变动幅度超过30%
的，说明原因

净资产 787,706.32 884,144.97 -10.91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782,795.76 879,025.10 -10.95 -

资产负债率（%） 58.03 44.57 30.20
2021 年度银行借款增

加所致

扣除商誉及无形资产

后的资产负债率（%）
65.95 54.14 21.81 -

流动比率 0.85 1.12 -24.11 -
速动比率 0.69 0.98 -29.59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余额
165,480.71 260,366.41 -36.44

2021 年闲置资金投资

支出增加所致

营业收入 2,525,477.71 2,156,605.47 17.10 -
营业成本 2,466,704.41 2,083,990.48 18.36 -

利润总额 -100,033.24 10,460.47 -1,056.30
2021 年度计提大额资

产减值所致

净利润 -91,144.32 4,901.46 -1,959.54
2021 年度计提大额资

产减值所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净利润
-94,294.70 -3,097.96 2,943.77

2021 年度计提大额资

产减值所致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90,933.00 3,632.73 -2,603.16

2021 年度计提大额资

产减值所致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EBITDA）
55,231.99 101,063.31 -45.35

2021 年度计提大额资

产减值，利润总额下

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192,025.09 85,364.05 124.95

2021 年营业收入增加

使得销售商品收到的

现金流入增加，同时

受新租赁准则影响，

长期租赁合同的租金

支付转为筹资活动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369,580.84 -315,494.83 17.14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净额
82,365.31 169,767.12 -51.48

2021 年，公司偿还债

务支付的现金增加，

同时新租赁准则影响

致使支付其他筹资活

动现金有所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周转率 27.93 23.69 17.90 -
存货周转率 414.48 396.36 4.57 -
EBITDA全部债务比 0.05 0.14 -9.14 -
利息保障倍数 -5.54 2.26 -345.13 2021 年度计提大额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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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

指标
2021年度/末 2020年度/末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变动幅度超过30%
的，说明原因

产减值，利润总额下

降所致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13.66 11.74 16.35 -

EBITDA利息倍数 3.61 12.16 -70.31
2021 年度计提大额资

产减值，利润总额下

降所致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 -

四、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发行的各类债券及债务融资工具均未出现延迟

支付到期利息及本金的情况，发行人的偿债意愿正常。海通证券将持续关注发行

人有关经营状况，评估其对发行人偿债能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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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情况

一、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一）“20STO01”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

（二）“20STO02”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与核查

情况

（一）“20STO01”

募集资金已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共募集资金人民币5.00亿元。截至

2020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二）“20STO02”

募集资金已汇入发行人指定银行账户，共募集资金人民币5.00亿元。截至

2020年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本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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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公司债券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及

执行情况

一、公司债券增信措施及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

“20STO01、20STO02”为无担保债券。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

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施，以保证债券按时、足额偿付，具体偿债

保障措施详见债券募集说明书。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本次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充分发挥债券受托

管理人的作用、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发行人承诺等，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

全兑付的保障措施。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较募集说

明书中相关内容没有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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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及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

息偿付情况

还本付息方

式

报告期内付

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49107.SZ 20STO01
报告期内本

息偿付正常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2021年 4月
29日

3年
2023年 4月

29日

149255.SZ 20STO02
报告期内本

息偿付正常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2021年 10月
15日

3年
2023年 10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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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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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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一、“20STO01”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出具了2022年度的跟踪

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2]跟踪1122号）。中诚信国际审定维持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二、“20STO02”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2022年6月24日出具了2022年度的跟踪

信用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2]跟踪1122号）。中诚信国际审定维持发行人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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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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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受托管理人职责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海通证券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有关规定

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约定，通过舆情监测、业务提示及现场回访等方

式对企业有关情况进行了跟进和督导，履行了受托管理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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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及受

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2021年 1月 16日，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针对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

选举等事宜披露了《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申通快

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2021年 2月 2日，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披露了《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申通

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和《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

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海通证券对此出具《申通快递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1年度第一次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021年 9月 25日，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针对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事宜披露

了《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转让暨权益变动、签署经第二次修订和重述的购股权协议

的公告》、《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1年 9月 28日，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转让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

海通证券对此出具《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21年度第二次

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本页无正文，为《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1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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