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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发行人”或“公司”）

对外公布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东吴证券对报告中

所包含的相关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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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东吴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东吴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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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18 东北债”） 

本次债券的发行经发行人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7 年

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2017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经中国证监会 2018 年 8 月 10 日签发的《关于核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299 号），核准东北证券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5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以下简称：“21 东北 01”）、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1 东北 03”） 

公司于 2017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 2017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和

2017 年 10 月 17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

施债务融资及授权的议案》，对公司实施债务融资相关事宜及授权事项作出决议，

决议有效期为自 2018 年 1 月 15 日起 36 个月。2020 年 7 月 29 日，公司召开 2020

年第十七次总裁办公会，通过公开发行不超过 80 亿元的公司债券的决议。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20 年 12 月 29 日召开

了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实施债务融资及授权的议

案》，对公司实施债务融资相关事宜及授权事项作出决议，决议有效期为自 2021

年 1 月 15 日起 36 个月。 

公司于 2021 年 1 月 14 日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50

号），同意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0 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公司债券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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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1、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次债券简称为：“18 东北债”，债券代码为：“112773”。 

2、发行主体 

本次发行主体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债券发行总额 

本次债券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5 亿元。 

4、债券期限 

本次债券期限为3年。 

5、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50%。 

6、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

托管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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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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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起息日 

2018 年 10 月 19 日。 

9、利息登记日 

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利息登记日按照深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规定执行。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次债券获

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0、付息日期 

本次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本金支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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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1 年 10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付息、兑付方式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次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

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3、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次债券未设置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14、担保情况 

本次债券无担保。 

15、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18]456 号），公司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级

机构将在评级报告正式出具后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16、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二）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1、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期债券简称为：“21 东北 01”，债券代码为：“149445”。 

2、发行主体 

本期发行主体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36.60 亿元。 

4、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 

5、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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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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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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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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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起息日 

2021 年 4 月 9 日。 

9、利息登记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利息登记日按照深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规定执行。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

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0、付息日期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4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本金支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4 年 4 月 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付息、兑付方式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

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3、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未设置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14、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15、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21]193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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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

资信评级机构将在评级报告正式出具后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级。 

16、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三）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二期） 

1、债券简称及代码 

本期债券简称为：“21 东北 03”，债券代码为：“149608”。 

2、发行主体 

本期发行主体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债券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人民币 25 亿元。 

4、债券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3年。 

5、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3.5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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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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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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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起息日 

2021 年 8 月 20 日。 

9、利息登记日 

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利息登记日按照深交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相关规定执行。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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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0、付息日期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8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本金支付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4 年 8 月 20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付息、兑付方式 

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

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3、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未设置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14、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15、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根据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信用评级报告》（联合[2021]6568 号），

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在本期债券的存

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在评级报告正式出具后每年进行定期或不定期跟踪评

级。 

16、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聘请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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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东吴证券作为发行人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21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及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对发行人的定期跟踪机

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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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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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2021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中文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英文名称：Northeast Securities Co., Ltd. 

3、法定代表人：李福春 

4、设立日期：1992 年 7 月 17 日 

5、注册资本：234,045.29 万元 

6、实缴资本：234,045.29 万元 

7、住所：长春市生态大街 6666 号 

8、邮编：130119 

9、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其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董曼 

电话：0431-85096806 

传真：0431-85096816 

10、所属行业：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公司属于

J67 资本市场服务行业。 

11、经营范围：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

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代销

金融产品业务。 

1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20000664275090B 

13、股票上市情况：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东北证券 

股票代码：000686 

14、信息披露报刊名称：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15、互联网网址：www.nesc.cn 

16、电子信箱：000686@nesc.cn 

mailto:000686@nes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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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 2021 年经营情况概述 

2021 年，公司坚持稳健进取的经营方针，聚焦战略，调整结构，加速转型，

推进创新，着力提升专业服务能力，强化核心业务实力，保障公司整体持续健康

运转，保持主营业务良好发展势头，实现公司业绩较大幅度增长。2021 年，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74.78 亿元，同比增加 13.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6.24 亿元，同比增加 21.80%，利润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动；截至 2021 年末，

公司总资产为 801.32 亿元，同比增加 16.6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为 180.45 亿元，同比增加 8.25%。 

（二）公司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公司依托齐全的业务资质，主要从事的业务包括财富管理业务、投资银行业

务、投资与销售交易业务和资产管理业务。 

1、财富管理业务 

2021 年度，公司财富管理转型有序推进，客户结构明显改善，高净值客户

和机构客户数量及资产增速显著；产品平台构建取得突破，金融产品保有量连续

两年高速增长，代销金融产品净收入市占率再创新高；信用交易业务平稳开展，

两融业务规模较好增长，股票质押业务结构改善，业务风险平稳可控；期货业务

客户权益规模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明显改善；金融科技赋能与数字化转型加快重

塑公司运营管理模式。 

2、投资银行业务 

2021 年，公司投行业务全面提升专业能力和执业质量，聚焦新业务领域，

积极抢占北交所市场先机；全面深化组织能力建设，充分整合优势资源，区域聚

焦初见成效，全力提升保荐承销项目、债券承销项目和财务顾问项目数量；保持

股转业务优势，为存量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培育更多的业务机会。 

3、投资与销售交易业务 

2021 年，公司权益自营业务投资表现稳健，形成多元盈利模式，收益持续

跑赢行业；固定收益自营业务动态调整持仓结构，投资收益表现亮眼，资本中介

业务获得重要业务资格，行业认可度进一步提升；研究咨询业务实力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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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创历史新高；布局量化交易投资，持续精进 CTA 策略；做市交易聚焦优质

企业，加强项目储备、投资管理与做市服务；另类投资业务稳步转型，不断提升

投研能力，实现项目有序退出；金融创新业务立足衍生品投资，探索新业务领域，

借助产品投资获取稳定收益。 

4、资产管理业务 

2021 年，公司资产管理业务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持续去通道、缩非标，大

集合公募化规范成效显著；产品创设、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品销售和渠道开拓

取得重大进展，主动管理规模实现较好增长；公募基金业务坚持规模导向，非货

币基金存续规模保持增长，盈利能力有效提升；私募基金业务推进存量项目资金

回流，前期投资企业逐步实现 IPO 退出，业务收入同比大幅提升。 

三、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额 80,131,868,330.60 68,685,835,383.56 16.66 
负债总额 61,443,858,762.29 51,272,623,429.33 19.8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

益 
18,045,198,014.55 16,669,364,706.11 8.25 

所有者权益 18,688,009,568.31 17,413,211,954.23 7.32 
总股本 2,340,452,915.00 2,340,452,915.00 - 

（二）合并利润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增减率（%） 

营业收入 7,477,801,881.89 6,609,613,343.83 13.14 
营业支出 5,401,043,564.88 4,793,512,691.49 12.67 
营业利润 2,076,758,317.01 1,816,100,652.34 14.35 
利润总额 2,093,678,525.30 1,807,464,753.63 15.84 
净利润 1,705,865,421.90 1,467,467,840.99 16.25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09,580,415.93 2,318,368,435.84 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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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760,597.95 360,111,051.93 -136.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161,040.82 -2,930,293,779.25 98.36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1 年 2020 年 
流动比率（倍） 2.14 2.79 
速动比率（倍） 2.14 2.79 
资产负债率（%） 68.94 67.03 
EBITDA 全部债务比（%） 9.66 9.55 
利息保障倍数 2.52 2.44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3.96 2.76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2.67 2.5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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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18 年 10 月 19 日，发行人完成发行人民币 25 亿元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

“18 东北债”，债券代码为 112773。本次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已

于 2018 年 10 月 19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2021 年 4 月 9 日，发行人完成发行人民币 36.60 亿元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

“21 东北 01”，债券代码为 149445。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

已于 2021 年 4 月 9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2021 年 8 月 20 日，发行人完成发行人民币 25 亿元公司债券，债券简称为

“21 东北 03”，债券代码为 149608。本期债券扣除发行费用之后的净募集资金

已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18 东北债”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21 东北 01”的募集资金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调整公司债务结构；“21 东北 03”的募集资金用于调整公司债

务结构。2021 年 10 月 19 日，“18 东北债”已完成债券摘牌及本息兑付工作。 

上述债券的募集资金实际用途与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

其他约定一致，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正常。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指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18 东北债”、

“21 东北 01”、“21 东北 03”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1、“18 东北债”专项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银行账户：581020100100812172 

2、“21 东北 01”专项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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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净月潭支行 

银行账户：0129012200000256 

3、“21 东北 03”专项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净月潭支行 

银行账户：0129012200000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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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公司负债结构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有息债务包括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证券公司次级债券、

证券公司短期融资券、收益凭证、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和拆入资金等。公司有息

债务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占比 

应付短期融资款 699,412.47 18.33 

拆入资金 92,112.84 2.41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475,933.08 38.68 

应付债券 630,461.51 16.52 

其他负债-次级债 917,911.21 24.06 

合计 3,815,831.11 100.00 

二、历史债务逾期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批准报出日，发行人债务不存在逾期情况。 

三、偿债意愿分析  

公司经营情况良好，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强的融资能力，为

各项债务提供了稳定的偿债资金来源。2021 年，发行人到期有息债务本金和利

息全部按期全额兑付，不存在逾期债务，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四、偿债能力分析 

公司作为较早上市的证券公司，始终坚持稳中求进、诚信经营，以良好的企

业声誉获得了债权人的充分信赖与广泛支持，具有相对充足的资金补充渠道，通

过不断优化资本结构与资金运营能力，有效满足各项业务开展的资金需求。2021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4.78 亿元，同比增加 13.1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16.24 亿元，同比增加 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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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负债主要由应付短期融资款、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代理买卖证券款、

应付债券等构成。扣除代理买卖证券款、代理承销证券款影响后，2021 年末，

公司负债总额为 414.84 亿元。2021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扣除客户存款）、交易

性金融资产等高流动性资产分别为 52.10 亿元、311.57 亿元，货币资金（扣除客

户存款）及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之和占总资产的比重达 45.39%。 

2021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68.94%，流动比率及速动比率分别为 2.14 和

2.1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为 2.67，公司资产以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等

流动性较强的资产为主，流动比率维持在适中水平。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拥有较

高的市场声誉，可以利用国家允许的多种融资渠道融入资金。同时，公司与各主

要商业银行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为公司通过同业拆借市场及时融入资金

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公司还可通过发行短期公司债券、公司债券和短期融资

券等监管机构允许的融资渠道融入资金，因此公司整体偿债能力较高，违约风险

较低。 

五、最新主体信用评级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出具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22]3307 号），维持东北证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21 东北 01”、“21 东北 03”债项信用等级

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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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重大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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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21 年

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均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根据募集说明书所作约定发行人

为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聘请受托管理人监督管理、设立专门的偿付工作小组、严格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等，切实做到专款专用，保障债券持有人利益，形成了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

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截至 2021 年末，发行人经营稳健，偿债能力较好，存续债券偿债计划及其

他偿债保障措施均未发生变更并得到有效执行。发行人信用记录良好，各项风险

监管指标均满足相关要求，外部融资渠道畅通，未发现公司不按约定执行偿债保

障措施，拒不执行偿债保障措施的情形。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

债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承诺一致，均未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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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18 东北债”的起息日为 2018 年 10 月 19 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10 月 19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

2021 年，受托管理人及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督促发行人提前准备偿债资金，

公司已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完成债券摘牌及本息兑付工作。 

“21 东北 01”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4 月 9 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

至 2024 年每年的 4 月 9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21

东北 03”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8 月 20 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22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8 月 20 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2021 年

内，“21 东北 01”及“21 东北 03”暂未涉及债券本息兑付事项。 

2021 年度内上述债券均不存在兑付兑息违约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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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2021 年度，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对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应由其承担的其他义

务不予履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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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1 年度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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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一、发行人合并口径累计新增借款超过 2020 年末净资产的 20% 

2021 年 5 月 12 日，发行人发布《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

174.13 亿元，借款余额为 206.68 亿元。截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公司借款余额

为 248.98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 42.30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4.29%，超过 20%。上述新增借款的筹集和使用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调整公司负债结构等，以满足公司经营和

发展需要，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公司财务状况稳健，所有债务均按时还

本付息。目前，公司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新增借款事项未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发行人上述相关事宜，受托管理人于 2021 年 5 月 12 日出具了《东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021 年 9 月 2 日，发行人发布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累计新增

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二十的公告》。公司 2020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

174.13 亿元，借款余额为 206.68 亿元。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借款余额

为 253.89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 47.21 亿元，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比例为

27.11%，超过 20%。上述新增借款的筹集和使用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调整公司负债结构等，以满足公司经营和

发展需要，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公司财务状况稳健，所有债务均按时还

本付息。目前，公司业务经营情况正常，上述新增借款事项未对公司经营情况和

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针对发行人上述相关事宜，受托管理人于 2021 年 9 月 3 日出具了《东北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3 

第十一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2016 年 9 月 9 日，经东北证券第八届董事会 2016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8 亿元人民

币（含 8 亿元人民币）的净资本担保承诺。 

2018 年 12 月 25 日，经东北证券第九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同意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净资本担保承诺金

额调整为不超过 3 亿元人民币。 

除此之外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二、资产受限情况 

截至 2021 年末，东北证券持有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受到限制的资产具体参见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五、合并财务

报表主要项目注释（一）货币资金、（八）金融投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相关

内容。 

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不存在其他资产抵押、质押、被查封、冻结、必须具

备一定条件才能变现、无法变现、无法用于抵偿债务的情况和其他权利受限制的

情况和安排，也不存在其他具有可对抗第三人的优先偿付负债情况。 

三、新增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21 年，发行人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要求披露的涉

案金额超过 1,000万元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10%以上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四、公司发生重大事项及对公司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2021 年度不存在对发行人经营情况和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未披露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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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作为发行人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21 年面

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债券的本息偿

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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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五、相关当事人 

2021 年度，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2021 年面向专

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及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二期）的受托管理人及资信评级机构未发生变化。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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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21 年度）》之盖章页）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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