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

“公司”）于 2014 年 2 月 25 日公开发行 13 亿元 2014 年毕节市开源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或“14

毕节开源债”）。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7.78%。

14 毕节开源债应还本金合计 13 亿元，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的第三个

计息年度末起至第七个计息年度末，逐年分别按照本期债券发行规模

20%、20%、20%、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公司已在 2017

年 2 月 25 日完成了 20%本金的提前偿还。截至公告日公司已经按时

足额还本付息，目前本期债券剩余额度为 10.4 亿元人民币。 

为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提前归还本期债券本金及应计利息。

公司拟于 2017年12月22日召开2014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表决《关于

提前归还“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募集资金的议案》（附件 1）。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

会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现将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召开时间：2017 年 12 月 22 日 9：00 至 11：30。 

（三）召开地点：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三层会

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与通讯结合的方式。 

通讯形式开会方式： 

参加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请以电话会议的形式进行参会，接

入方式如下： 

接入电话号码：010-58084288 

主持人密码：490751 

参会密码：074777 

（五）债权登记日：2017 年 12 月 13 日 

（六）投票代理委托书的送达时间和地点：应在债券持有人会议

召开 24 小时之前送交债权代理人处。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提前归还“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议案》（附件 1） 

三、参会人员 

（一）债券持有人：于债权登记日在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机构托

管名册上登记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债券持有人（或其法定代表

人、负责人）可亲自出席持有人会议并表决，也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

席并表决。 



（二）发行人：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债权代理人：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 

（四）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人聘请的律师及相关人员。 

（六）其他发行人认为的有必要参加的人员。 

四、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登记办法 

债券持有人本人出席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和债券持有证

明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债券持有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

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

有效证明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

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或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依法出具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和被代理人债券

持有证明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上述有关证件、证明材料均可使用复印件，法人债券持有人提供

的复印件需加盖公章，自然人债券持有人提供的复印件需债券持有人

签名。 

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应于会议召开 24 小时之前将上述材料

送达债权代理人处。送达方式包括邮寄、传真及电子邮件，以传真及

电子邮件形式送达的持有人应将登记材料发送至债权代理人指定传

真或指定邮箱，并于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

材料邮寄至债权代理人处。 

五、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饶勇 

联系地址：毕节市七星关区观湖壹号开源集团 1 楼 

电话号码：0857-7182106 

传真号码：0857-7182118 

电子邮箱：2227561433@qq.com 

邮政编码：551700 

（二）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凯博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2 层 

电话号码：010-86451092 

传真号码：010-65608445 

（三）债权代理人：国家开发银行贵州省分行 

联系人：陈婕 

联系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延安西路 66 号汇金国际广场综

合楼 16 楼 

电话号码：0851-88651371 

传真号码：0851-88651419 

电子邮箱：77561588@qq.com 

邮政编码：550001 

六、表决程序及效力 

向会议提交的每一议案应由与会的有权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的



登记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投票表决。每一张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

拥有一票表决权。 

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方式为现场或通过通讯方式书面投票表

决。通过通讯方式表决的持有人，自债权登记日次日（2017 年 12 月

14 日）起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 11:30 时止，将表决票送达至发行人

处，时间以发行人收到时间为准，送达方式包括邮寄、传真及电子邮

件。以传真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的持有人应将表决票发送至发行人指

定传真或指定邮箱，并于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将

表决票原件邮寄至发行人处。 

会议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每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投票，应当由

至少两名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一名债权代理人代表

和一名发行人代表参加清点，并由清点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债券持

有人代理人以书面投票形式进行表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

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

方能生效。 

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的决议，对所有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

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

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 

特此公告。 

 

 



附件： 

1、《关于提前归还“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议案》 

2、“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3、“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本页以下无正文）  





附件 1： 

 

关于提前归还“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议案 

 

各位债券持有人： 

为保护债券持有人利益，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拟提前兑付“14 毕节开源债”全部未偿还本金及应计利息。现就提

前兑付本期债券的债券期限、还本付息方式、兑付日及付息日进行具

体约定。 

一、原债券本息兑付办法 

本期债券付息日为 2015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2 月 25 日（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 

本期债券设计本金提前偿还条款，即自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三年

末起至第七年末，逐年分别按照本期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

20%和 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金，最后五个计息年度每年的应付利息

随当年兑付的本金一起支付。 

二、变更后付息兑付方案 

1、提前兑付日：具体提前兑付兑息日期由发行人另行公告通知，

在本期债券提前兑付完成前，发行人将按照原债券本息兑付办法进行

还本付息； 

2、还本付息方式：一次性还本付息； 



3、债券利率：7.78%； 

4、本次计息期限：2017 年 2 月 25 日至提前兑付日，若本期债

券提前兑付时间晚于 2018 年 2 月 25 日，则计息期限为 2018 年 2 月

25 日至提前兑付日； 

5、每张债券应付利息：每张债券剩余面值×7.78%×本次计息期

限/365 天。 

提前兑付的金额将按照关于“14 毕节开源债”提前兑付的持有

人会议公告日前三个月的中债估值净价的算术平均值进行计算。 

合计支付金额= 剩余本金+（持有人会议公告日前三个月的中债

估值净价的算术平均值-当前面值 80 元+每张债券应付利息）×总张

数 

以上议案，现提请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附件 2： 

 

“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7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债券持有人：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提前归还“2014 年毕节市

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议案 

      

备注：请在“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标示表决意见，同一议案只

能标示一种意见，或“同意”或“反对”或“放弃”，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

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视为弃权，在会议主持人规定的时间内未提交表决票的视为

弃权。 

 

债券持有人证券账户： 

持有本期债券张数（面值 80 元人民币为一张）： 

债券持有人签章： 

  



附件 3： 

“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代理人姓名）代表本人/公司出席

“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7 年

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及签署相关文件，授权有

效期为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 

本单位（或本人）对《关于提前归还“2014 年毕节市开源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议案》投同意、反对或

弃权票的指示： 

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提前归还“2014年毕节市开源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的议案 

      

注： 

1、请在“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用“√”标示表决意见。 

2、如委托人未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债权人填写组织机构代码/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