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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2015年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公司债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发

改办财金【2011】1765号”文的有关规定，对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2019年度的履约情况

及偿债能力进行了跟踪和分析，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文简称 大同建投 

外文名称（如有） 无 

外文缩写（如有） 无 

法定代表人 刘如岩 

注册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迎宾西路迎宾园配套楼 16 层 

办公地址 山西省大同市平城区恒安街与文兴路交汇处西南角金贸国际中心

A 座 19 层 

办公地址的邮政编码 037008 

电子信箱 854639468@qq.com 

 

二、本期债券基本要素 

债券名称：2015年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债券

（简称“15大同建投债”、“PR大同建”）。 

债券代码：127283.SH(上海交易所)，1580233.IB(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总额：人民币20亿元整。 

债券期限：7年，本期债券设计提前偿还条款，在债券存续期内

的第3、4、5、6、7年兑付日分别按照债券发行总额20%的比例偿还债

券本金。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年利率为4.49%，在

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



 

期不另计利息。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分次还本，自本期债券

发行后第3 个计息年度末起，分别按照20%、20%、20%、20%、20%

的比例分5 年逐年偿还债券本金，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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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级别：经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

券的信用等级为AAA级，发行人的长期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 

增信措施：本期债券由中债信用增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监管银行（账户监管人）及债权代理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同分行 

 

三、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向有关

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管部门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或交易流通。本期债

券已于2015年12月8日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交易，简称“PR大同建”，

证券代码为127283.SH；于2015年10月28日在银行间市场上市交易，

简称“15大同建投债”，证券代码为1580233.IB。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还本付息情况 

债券发行后，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严格按募集说明

书约定向偿债专户归集并划转偿债资金，按期足额完成各次付息及本



 

金；通过与发行人就经营情况及债券偿债的工作安排的沟通,根据目

前情况合理预计，发行人不存在无法足额偿付未付利息和本金的情况。 

 

（三）募集资金承诺项目的情况 

本债券募集资金共20亿元，全部用于发行人全资子公司承建的大

同市平城街东北角廉租房建设项目、大同市迎宾东街廉租住房项目、

大同市南环路西延东侧廉租住房项目及大同市南环路西延东侧公共

租赁住房项目。截至2017年底已全部使用，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用途

一致。 

（四）信息披露情况 

因受到疫情影响，发行人下属部分重要成员企业2019年年度财务

报告编制与审计进度较以往正常年度明显延后。审计机构不能按原计

划进场审计，因此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及审计报告延迟至2020年6

月23日披露。 

除此以外，发行人与本期债券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

(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按

期进行了披露。 

 

四、发行人偿债能力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2019年度的财务报

告进行了审计，并于2020年5月27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编号:[2020]004492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数据，非经特



 

别说明，均引用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

参照发行人2019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发行人2018-2019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资产总计 8,559,312.20 7,922,216.47 

  流动资产合计 4,849,529.13 4,516,554.65 

负债合计 7,057,581.73 6,505,721.07 

  流动负债合计 4,996,446.93 4,582,519.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01,730.47 1,416,495.40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92,386.64 190,852.94 

利润总额 19,371.71 19,024.90 

净利润 9,468.30 10,589.21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52.70 45,101.0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2,499.79 -159,681.5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2,012.70 37,644.8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2,565.60 -76,935.66 

发行人2018-2019年财务主要数据和指标 

单位：见下表 

项目 2019 年度/末 2018 年度/末 

流动比率（倍数） 0.97 0.99 

速动比率（倍数） 0.54 0.55 

资产负债率（%） 82.46% 82.12%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3、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100% 

 

（一）资产负债情况 

2018年和2019年，公司的资产总额分别为7,922,216.47万元，

8,559,312.20万元，公司资产规模略有上升。2018年和2019年，公司的

流动资产分别为4,516,554.65万元和4,849,529.13万元。总体看，公司

资产总额保持稳中有升。 

2018年和2019年，公司的负债总额分别为6,505,721.07万元， 

7,057,581.73万元，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流动负债总额分别为

4,582,519.28万元和4,996,446.93万元，占据总负债中的主要份额。整

体来看，公司负债情况较为平稳，不存在较大波动。 

2018年和2019年，公司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分别为

1,416,495.40万元，1,501,730.47万元，与往年对比情况可以看出其呈

现逐年上升趋势。 

（二）偿债能力分析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公司2018年和2019年流动比率分别为0.99

和0.97，主要原因是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大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属于银

行业，合表过程中带来的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科目体量巨大，占据了

80%以上的流动负债，使得发行人合并财务报表流动负债水平偏高；

速动比率分别为0.55和0.54，主要原因与流动比率偏低的解释相似，

同时发行人涉及房地产行业，计入存货的开发成本处于较高水平带来

了速动比率的偏低。 

从长期偿债能力看，公司2018年和2019年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82.12%和82.46%。发行人截至2019年底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高，主要原

因是发行人的控股子公司——大同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身处银行

业，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非银行业偏高带动发行人资产负债水平的上升。

剔除商业银行子公司带来的影响，发行人自身的资产负债率处于行业

较好水平，具有较强的长期偿债能力。 

总体而言，发行人在扩大投资建设规模的过程中保持负债规模的

稳健，偿债能力良好。此外，今后公司战略层面来看，一方面，随着

发行人主营业务多元化的发展，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将不断增强；另一

方面，随着大同市经济的发展，发行人将在优质资产注入方面继续获

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未来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可

以为偿债提供充分保障。 

（三）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2018年和2019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45,101.04万元和23,052.70万元。公司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其他经

营活动相关的方面收到的现金规模具有较大提升，这是公司主营业务

不断拓展的结果，在经营活动现金流收入方面呈现较大的上升。但是

同样角度来看，公司在践行多元化经营战略初期也需要投入更多的固

定及可变成本，造成短期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较流入变动更多，但是整

体上并不影响公司经营现金流的稳健性。且随着未来多元化战略的落

实，现金流的流入会逐渐超出流出水平，进一步加强公司的短期流动

性。 

2018年和2019年，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分别为 -



 

159,681.51万元和-192,499.79万元。近两年来，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为负并呈现一定水平的下滑，主要原因在于最近两年经营多元

化战略不断落实，投资及购入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

付的现金流出体量上升，但是同样地，公司在进行投资活动时，会审

慎考虑现金流量的稳定，有计划、有原则、有保证地进行投资活动现

金流量的投入，这是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及长期安稳地运营的。 

2018年和2019年，公司的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37,644.80万元和252,012.70万元。2019年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大幅度上升，主要系该年新增取得借款的规模大大增加，导致筹资

活动现金流入大幅度增长，同时偿还债务支付现金变化幅度不大。 

从整体现金流量情况分析，公司经营活动具有较强的获取现金能

力，能够较好地覆盖投资活动的现金支出，随着公司承建项目的陆续

建成并产生效益，公司未来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将进一步增强。同时

公司在支持大同市建设投资方面受到股东方面的重大支持，为支持城

市建设发展，注资规模较大带来了充裕的现金流量，稳定公司的运营

及进一步发展。 

综上，发行人盈利能力较好，筹资能力极强，现金流较充沛，货

币资金保持稳健，偿债能力较强。 

 

五、发行人最新债券发行情况 

除本期债券外，发行人公开发行尚未兑付的其他债券信息如下: 

债券代码 152167.SH、1980242.IB 

债券简称 19 同建债、19 同建社会债 



 

债券名称 
2019 年大同市经济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社会领域产业

专项债券 

发行日 2019 年 8 月 19 日 

是否设置回售条款 无 

最近回售日 2026 年 8 月 19 日 

到期日 2026 年 8 月 19 日 

债券余额 10 

截至报告期末的利率(%) 5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每年付息一次，自债券存续期第 3 个计息年度

起分别按照 20%、20%、20%、20%、20%的比例偿还债券本

金。后五年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每年付息时按债

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托管名册上登记的各债券持有

人所持债券面值所应获利息进行支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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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银行间债券市场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面向合格投资者交易的债券 

付息兑付情况 尚未发生本息兑付 

 

六、担保人最新情况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简称 PR 大同建、15 大同建投债 

保证人名称 中债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末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960.50 

2019 年末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占净资产比例（%） 
944.11 

影响保证人资信的重要事项 经营情况及担保意愿 

保证担保在报告期内的执行

情况 
良好 

保证人情况变化对债券持有

人利益的影响（如有） 
无 

 

综上所述，发行人履约情况良好，还本付息意愿较强。公司盈利

能力较好，筹资能力及偿债能力较强。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