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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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或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挂牌转让规则（以

下简称“挂牌转让规则”）、发行人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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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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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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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1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且

存续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19 太阳 G1（以下简称“本期

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12876.SZ 

债券简称 19 太阳 G1 

债券名称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债券期限（年） 3+2 

发行规模（亿元） 5.00 

债券余额（亿元） 5.00 

发行时初始票面利率 4.20% 

调整票面利率时间及调整后票面利率情况

（如发行人行使票面利率调整权） 
截至报告期末不涉及 

起息日 2019 年 3 月 18 日 

还本付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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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息日 2020 年至 2024 年间每年的 03 月 18 日 

担保方式 
中国节能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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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报告期跟踪主体/债项评级 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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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或挂

牌转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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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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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4 次。具体情况如下：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公告链接 

公司涉及重大

诉讼、仲裁 

2021 年 4

月，发行人子

公司违规对外

担保涉及的重

大诉讼、仲裁

存在进展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

重大事项排查获知发

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

事项，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过询问

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督

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公司变更财务

报告审计机

构、债券受托

管理人、资信

评级机构 

2021 年 4

月，发行人会

计师事务所变

更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

重大事项排查获知发

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

事项，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过询问

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督

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公司三分之一

以上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监

事、董事长、

总经理发生变

动 

2021 年 6

月，发行人董

事变更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

重大事项排查获知发

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

事项，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过询问

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督

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公司三分之一

以上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监

事、董事长、

总经理发生变

动 

2021 年 6

月，发行人监

事变更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

重大事项排查获知发

行人发生了该等重大

事项，及时开展了进

一步核查，通过询问

发行人，获得解释说

明和相关证据，确认

该重大事项属实，督

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受

托管理人已及

时披露了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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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 2021 年度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太阳能发电及电力储备；太阳能技术及相关配套产品

研发、应用、转让及销售；太阳能应用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项目开发、设

计、组织建设、维护与经营管理；太阳能发电电子系统设备研发、制造、销售；

储能技术设备和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农业、光伏林业、光伏牧业、光

伏渔业项目开发、组织建设与经营管理；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组织建设及经营

管理；能源智能化经营管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物业管理。 

2021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701,577.19万元，产生营业总成本 556,348.84

万元。2021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124,221.92 万元，实现净利润 116,547.28

万元。 

（二）发行人 2021 年度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1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度/末 2020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1,196,417.61 1,056,175.59 13.2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780,392.74 2,859,265.72 -2.76 

资产总计 3,976,810.35 3,915,441.31 1.57 

流动负债合计 589,091.39 541,901.95 8.71 

非流动负债合计 1,896,957.90 1,957,039.52 -3.07 

负债合计 2,486,049.29 2,498,941.47 -0.5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90,761.06 1,416,499.84 5.24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488,313.71 1,403,584.54 6.04 

营业收入 701,577.19 530,500.57 32.25 

营业利润 124,221.92 114,924.21 8.09 

利润总额 135,543.74 118,054.64 14.81 

净利润 116,547.28 101,937.40 14.33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8,084.66 102,797.48 14.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04,912.11 211,985.49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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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 年度/末 2020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1,889.49 -183,098.78 60.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5,940.05 6,150.09 -2,310.3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925.64 34,805.42 -108.41 

资产负债率（%） 62.51 63.82 -2.05 

流动比率 2.03 1.95 4.21 

速动比率 2.00 1.92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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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19 太阳 G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12876.SZ 

债券简称：19 太阳 G1 

发行金额：5.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募集资金最终用途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 5 亿元（含 5 亿

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不超过募集资金的 30%）。因本

期债券的发行时间、募集金额尚不确定等因

素，待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

后，发行人将根据项目融资结构调整及资金

使用的需要，本着有利于优化项目债务结

构、尽可能节省项目建设利息费用的原则，

或将对具体募集资金使用计划进行调整，在

募集说明书约定范围内灵活安排具体事宜。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等相

关费用后，用于置换已投入绿色产业项目的

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报告期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 34,960.43 万元已用于募集说明书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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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产业项目，15,000.00 万元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利息收入 11.88 万元，手

续费支出 0.5 万元，公司债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3.52 万元，为账户结息收入。募

集资金已合规使用完毕，账户结息余额将用于后续债券付息。 

本期债券募投项目进展及其产生的环境效益总体良好，详见发行人于 2022

年 4 月公告的《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与划转，并进行专项管理。

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三）对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核查结果 

截至报告期末，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户运作情况与发行人的定期

报告披露内容一致。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发行人的偿债资金来源为日常经营和间接融资。 

（一）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分

别为 501,108.53万元、530,500.57万元和 701,577.19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90,530.69

万元、101,937.40 万元和 116,547.28 万元。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度，

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82,352.61 万元、211,985.49 万元和

204,912.11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偿付本期债券本息

提供一定保障。 

（二）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综合授信总额及未使用授信额度

较充足。如果由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

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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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融资筹措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

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

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的变动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是否担保 担保方式 担保人名称 担保情况 

112876.SZ 19 太阳 G1 是 
不可撤销连

带责任担保 

中国节能环

保集团有限

公司 

担保人承担

保证责任的

期间为本期

公司债券存

续期间及到

期之日起两

年 

本报告期内，担保人经营和财务状况正常，整体偿债能力较强，能够为发行

人本期债券的偿还提供有力保障。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及有效性无变化。 

（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本期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努力形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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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指定了专门部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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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为了保证公司债券本息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发行人设定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与划转。本期债券发行后，发行人

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公司的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等资金管理，

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

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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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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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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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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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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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七、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年） 
到期日 

112876.SZ 19 太阳 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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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至

2024 年间

每年的 03

月 18 日 

3+2 
2024 年 3 月

18 日 

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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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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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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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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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12876.SZ 19 太阳 G1 
发行人已于 2021 年 03 月 18 日按时完

成上年度付息兑付工作 

（三）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正常，无特殊情况。 

八、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 

十、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并发布相应临时公告。详情请见本报告“二、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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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期内，除本报告前文所述重大事项外，未发生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

措施有关的其他事项，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约定履行相关职责。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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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页无正文，为《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度受托管

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