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债券代码：112567.SZ                       债券简称：17天顺债 

       

 

（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宁波东路28号）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9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81 号华贸中心 1 号写字楼 22 层） 

 

2020 年 6 月 



2 

重要声明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德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

均来源于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公告的《天顺风能（苏州）股份

有限公司2019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天顺风能”）等相关

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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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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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要及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 

（一）债券名称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2016年3月1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404号文核准，发行人获准

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8亿元（含8亿元）的公司债

券。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17天顺债。 

债券代码：112567.SZ。 

（四）发行主体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 

（五）发行规模及债券余额 

发行规模为4亿元人民币，截至本报告出具日，17天顺债债券余额为2.55亿

元。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100元，平价发行。 

（七）债券品种及期限 

本期债券为3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 

（八）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九）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1、债券利率 

本期债券利率为5.40%。 

2、还本付息的期限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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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公司债券采取单利按年付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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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

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

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

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所持有的债券票面金额的本金。 

（十）债券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由深圳市高新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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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发行时信用级别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十二）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聘请中德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十三）募集资金用途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调整公司债务结构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中德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2019年按照本次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

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履行了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职责，建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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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德证券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相关规定，于2019

年6月28日出具了《天顺风能（苏州）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8

年度）》。中德证券将上述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及时完成了对外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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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2019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Titan Wind Energy（Suzhou）Co., Ltd. 

法定代表人：严峻旭  

注册资本：1,779,019,047 元 

设立日期：2005 年 01 月 0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7705113849 

住所：江苏省太仓市经济开发区宁波东路 28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 1193 号来福士广场 T3 

公司股票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股票简称：天顺风能  

公司股票代码：002531 

公司的经营范围：从事设计、生产加工各类电力设备（风力发电设备）、船

舶设备、起重设备（新型港口机械）、锅炉配套设备，销售公司自产产品；并提

供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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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发行人2019年度经营情况 

（一）主要业务情况 

  天顺风能从 2005 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在风电领域深耕发展，一方面不断

巩固自身在风塔细分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在风电产业链内积极进行相

关多元化业务布局。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风塔及零部件的生产和销售，风电

叶片及模具的生产和销售，风电场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业务以及智慧能

源相关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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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能源制造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在充分研判全球风电产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加大产能布局，

丰富产品品类。 

（1）陆上风电塔架 

2019 年 4 月，公司在山东鄄城投资设立菏泽天顺新能源设备有限公司，新

建塔筒生产基地于 2019 年 12 月正式完工投产。鄄城塔筒厂的快速投产，短期来

看有利于提高公司在本轮“抢装潮”内的产品供应能力，长期来看完善了公司国内

产能的布局，有助于天顺风能更好地参与山东、河南等周边地区风电产业的发展。 

（2）叶片及模具 

2019 年 8 月，公司与濮阳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拟在河南省濮阳市

濮阳县投资建设天顺风能（濮阳）风电叶片项目。风电叶片是公司在风电设备领

域多元化拓展的第一步，公司的常熟叶片生产中心于 2018 年上半年完工投产，

截至目前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也积累了丰富的叶片及模具制造经验。未来在

濮阳县新增叶片产能，有助于公司扩大在国内叶片市场的份额，巩固风电设备板

块的多元化产品布局。 

（3）风电海工及服务   

2019 年 9 月，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拟出资 2,200 万欧元收购位于德国北部

库克斯港的海上风电桩基生产中心。本次收购将提升公司在全球风电设备市场的

竞争力和行业地位，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全球战略，拓宽产能布局，抵御局部国家

地区的市场需求下降或贸易环境恶化风险；另一方面有助于公司拓宽业务领域，

丰富产品品类，更好地切入海上风电设备及服务领域。 

2020 年 1 月，公司与江苏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签订了投资协议，拟在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投资建设天顺（射阳）风电海工智造项目。本项目是公司在国

内首个海上风电设备生产基地，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自身在风电设备制造领域的

竞争优势和在全球市场积累的丰富经验，向国内市场提供优质的海上风电设备，

为国内海上风电产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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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能源开发板块 

报告期内，公司完成并网风电场规模 215MW，截至 2019 年底，公司累计并

网风电场规模 680MW，同比上升 46%。截至 2019 年底，公司在建风电场项目

规模为 179.4MW。自 2016 年第一个自有风电场并网运行以来，公司新能源开发

板块在规模、业绩持续上升的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风电场开发、建设和运维经

验。未来公司新能源开发板块将继续打造自身的专业能力，在开发建设的基础上，

探索轻资产服务业务，逐步拓展至开发建设服务、能源资产管理服务和综合能源

服务领域。 

 3、智慧能源板块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投资设立深圳天顺智慧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正式进入智

慧能源领域。经过一年多的探索积累，智慧能源业务发展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

果。报告期内，产品方面，公司完成了微电网系列产品（如微电网 EMS、微电

网中央控制器 MGCC）、电能质量系列产品（SVG、TCR 等）和储能产品 BMS

（电池管理系统）的自主研发和产品发布；市场方面，积极拓展商用示范项目；

管理方面，通过搭建产品研发框架体系、完善市场需求管理流程、建设人才梯队

等方式，进一步夯实智慧能源业务板块的发展基础。智慧能源事业部将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向产品与解决方案提供商，以及未来的新能源产业互联网运营商的方

向进行探索和发展。 

2019 年，公司的营业总收入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2019 年 2018 年 

同比增减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金额 占营业收入比重 

营业收入合计 596,684.94 100% 370,190.46 100% 61.18% 

分行业 

风电设备 529,417.42 88.73% 330,724.32 89.34% 60.08% 

风力发电 61,729.67 10.35% 35,970.35 9.72% 71.61% 

其他 5,537.86 0.92% 3,495.79 0.94% 58.42% 

分产品 

风塔及相关产品 454,241.30 76.13% 305,662.12 82.57% 48.61% 

叶片 75,176.11 12.60% 25,062.20 6.77% 199.96% 



9 

发电 61,729.67 10.35% 35,970.35 9.72% 71.61% 

其他 5,537.86 0.92% 3,495.79 0.94% 58.42% 

分地区 

国外贸易 208,874.06 35.01% 147,196.28 39.76% 41.90% 

国内贸易 387,810.88 64.99% 222,994.18 60.24% 73.91% 

三、发行人2019年度主要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 581,727.83 601,293.17 

非流动资产合计 724,890.76 675,361.04 

资产总计 1,306,618.60 1,276,654.21 

流动负债合计 489,242.23 479,964.91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2,583.26 262,583.79 

负债合计 711,825.49 742,548.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80,988.55 522,090.3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94,793.11 534,105.51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总收入 605,844.55 383,402.86 

营业总成本 511,549.32 332,568.94 

营业利润 87,279.36 52,918.15 

利润总额 87,791.30 52,838.91 

净利润 76,439.62 48,095.7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4,650.26 46,963.81 

基本每股收益 0.42 0.26 

稀释每股收益 0.42 0.2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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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53.54 61,990.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607.00 -92,993.9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17.91 99,69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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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8,900.70 68,8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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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404号文件核准，于2017

年8月14日公开发行了17天顺债，发行规模为4亿元。 

（二）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履

行的程序 

公司已与银行及受托管理人签订三方监管协议，按照三方监管协议和

募集说明书约定运作。募集资金使用的调拨审批严格按照公司的资金

调拨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其中，1.3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2.7 亿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年末余额（万元） 0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相关约定运作 

募集资金使用是否与募集说明书

承诺的用途、使用计划及其他约定

一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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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次债券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重大变化 

情况 

一、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 

本期债券由高新投提供无条件的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范围包

括包括本次发行的票面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亿元（含）的公司债券的本金、利息、

违约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名称：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012884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23楼2308房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22-23楼 

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成立日期：1994年12月29日 

注册资本：885,210.5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从事担保业务；投资开发，信息咨询；贷款担保；自有物业租赁。 

深圳高新投的控股股东为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深圳市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高新投资信状况优良，经营管理规范、财

务状况健康，保持着良好的信用等级，在银行贷款还本付息方面无违约记录，与

国内多家大型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具有较强的间接融资能力。 

深圳高新投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业担保机构之一，经过多年发展，已形成了

以融资担保、保证担保和创业投资业务为主，小额贷款和典当贷款业务为辅的业

务格局。融资担保方面，深圳高新投主要提供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和小微企业集合

信贷担保等；保证担保方面，深圳高新投主要提供投标保函、履约保函、预付款

保函、农民工工资支付保函，以及诉讼保全担保等；创业投资方面，深圳高新投

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服务，扶持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 

（二）担保人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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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万元） 2,155,836.69 

资产负债率（%） 32.49 

流动比率（倍） 6.98 

速动比率（倍） 6.98 

注：担保人的财务信息源自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出具的 2018 年度审计报告（天

健深审[2020]18 号）。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 

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为公司债券的按时、足额

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包括确定专门部门与人员、安排偿债资金、制定管

理措施、做好组织协调、加强信息披露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

障措施。  

2019年各项工作计划顺利运转，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利益造成影响的事项，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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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与有效性分析、偿

债能力分析以及本次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 

“17天顺债”已于2019年8月14日支付自2018年8月14日至2019年8月13日期

间的利息，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了付息公告。 

  



15 

第六章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 

执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于2015年12月2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2015年第十七次临时会议

及于2015年12月18日召开的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债

券发行的有关决议，当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本次债券本息或者在本次债券到期

时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发行人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向股东分配利润；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与公司债券相关的公司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2019年内未发生发行人需履行上述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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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9年度，17天顺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

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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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20年6月19日，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出具了《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

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评级报告》，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 

望为“稳定”，“17天顺债”的信用等级为AAA。 

如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情况发生变化，导致出现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实

质影响的情形，债券受托管理人将向全体债券持有人出具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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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发行人重大事项基本情况及处理结果 

2019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偿债能力或者债券价格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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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发行人2019年年度报告，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新增重大担保事项。  

二、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2019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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