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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480016.IB                   债券简称：14 南太湖债

债券代码：124488.SH                    债券简称：PR 吴兴南 

 

2014 年湖州吴兴南太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度发行人履约情况及偿债能力分析报告 

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或“中信华

南”，原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 2014 年湖州吴兴南太湖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债券存续期监管工作有关

问题的通知》（发改办财金〔2011〕1765 号）的相关要求出具本报告。 

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源于湖州吴兴南太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发行人”）公开信息披露的相关文件以及发行人向中信华南

提供的其他材料。中信华南对发行人年度履约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分

析，均不表明其对本期债券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

断或者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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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中信华南所作的承诺或声明，本期债券投资者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

资风险。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州吴兴南太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八里店镇路村村部（湖盐公路与外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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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路口）201 办公室。 

法定代表人：曹建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00.00 万元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受政府委托承担城市基础设施及市政公用

工程的建设、管理，区域土地开发，新农村建设，停车场经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是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重要的国有资产运营和基础设施

投资建设主体，主营业务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整理开发。 

二、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财金

〔2013〕2208 号”文核准。 

2、发行人：湖州吴兴南太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债券名称：2014 年湖州吴兴南太湖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4、发行总额：12 亿元。 

5、债券期限和利率：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固定利率债券，设本金

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3、4、5、6、7 个计息年度末，逐

年按照债券发行总额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本金。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利率为 8.79%。 

6、发行方式及对象：本期债券以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

通过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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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公开发行和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向

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公开发行。 

在承销团成员设置的发行网点发行对象为在中央国债登记公司

开户的中国境内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

合格基金证券账户或 A 股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

禁止购买者除外）。 

7、起息日：2014 年 1 月 16 日。 

8、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2014 年 1 月 16 日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止。 

9、债券担保：无担保。 

10、信用级别：2019 年度，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

评定，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本期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已按期足额支付本期债券 20%本金及年度利

息，本期债券兑付兑息情况正常。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所述用途，本期债券发行募集的资金，

1.80 亿元用于湖州东部新城戴山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的建设，4.80 亿

元用于湖州东部新城西湖漾保障性住房工程的建设，5.40 亿元用于湖

州浮玉花园保障性住房一期工程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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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三）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已在中国债券信息网（www.chinabond.com.cn）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 2018 年度报告、2019 年

半年度报告、跟踪评级报告、2019 年付息公告及分期偿还本金公告

等相关信息。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 

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 2019 年度的财务

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汇会审

[2020]第 2889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均引自上述审计报告。 

（一）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资产总计 3,604,390.65 3,065,012.60 
负债合计 2,217,411.25 1,940,460.94 
所有者权益 1,386,979.41 1,124,551.66 
资产负债率 61.52% 63.31% 
流动比率 3.96 5.24 
速动比率 2.10 2.42 

1、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合计 

2、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3、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3,604,390.65 万元，

所有者权益总额为 1,386,979.41 万元，分别较 2018 年末增长 17.60%

和 23.34%，保持稳定的增长态势。 

1、短期偿债能力分析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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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6 和 2.10，流动比率较去年下降 24.43%，主要系无形资产增加导

致非流动负债增加所致。总体来看，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均较

高，短期偿债能力较强。 

2、长期偿债能力分析 

2019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为 61.52%，基本与去年末持平。负

债结构中，主要以其他应付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和长期应付款为主，其中长期负债占比较大。总体来说，发

行人长期偿债能力较强。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66,226.13 232,423.94 
营业成本 349,622.57 229,282.95 
利润总额 22,754.32 26,929.27 
净利润 16,996.98 26,928.9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431.39 -33,349.5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8,112.93 -246,212.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42,139.35 262,611.7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404.97 -16,950.02 

2019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366,226.13 万

元和 16,996.98 万元。营业收入较上一年度增加了 57.57%，净利润则

较上一年度减少了 36.88%，营业收入增加主要系公司项目开发业务

当期增长所致，净利润下降主要系公司当期营业外收入下降和所得税

费用增加所致。 

2019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度减少

162.17%，主要系发行人当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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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职工以及职工支付的现金以及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

比有所增加所致；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近两年呈净流出状

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度减少 142.93%，主要系发

行人当期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大幅增加所致；筹资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度增加 144.52%，系当年吸收投资收到现金

和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所致。 

（三）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情况 

表：发行人已发行尚未兑付债券情况 

名称 发行规模 发行日期 期限 票面利率 

2014 年湖州吴兴南太湖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2 亿元 2014/01/16 7 年 8.79% 

2018 年湖州吴兴南太湖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5 亿元 2018/09/18 7 年 7.90%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除上述债券外，发行人无其他已发行尚未

兑付的企业（公司）债券、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 

综上所述，发行人资产规模较大，债务结构较为合理，偿债能力

较强。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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