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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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野纺织”或“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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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平安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平安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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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 

2、批复文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2017]490 号文批准公开发行。 

3、债券简称及代码：17 新野 01（112555.SZ） 

4、发行主体：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规模：3 亿元人民币；存续规模：截至报告期末 0.018 亿元。 

6、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7、债券品种和期限：5 年期，附第 2 年末和第 4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债券利率：6.72%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10、起息日：2017 年 7 月 26 日 

11、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2、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分别决定是否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2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3 年的票面利率，以及是否在债券存续期的第 4 年末调整后

1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在本期债券第 2 个和第 4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2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

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调整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

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13、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对于本期债券，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第 2 个和第 4 个计息

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期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期债券第 2

个和第 4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付日，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债券

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



 

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

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14、债券担保情况：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 

15、发行时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截至目前，发行人主体及本期债券

评级未发生变化。 

16、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 3 亿元全部用于偿还公司债

务。 

18、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19、质押式回购安排：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第二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2019年度内，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受托管理协

议的约定正常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未发生受托管理人变动情况。 



 

第三节 发行人的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ENAN XINYE TEXTILE CO.,LTD 

法定代表人：魏学柱 

设立日期：1994年4月24日 

注册资本：81,679.43万元 

实缴资本：81,679.43万元 

首次上市日期：2006年11月30日 

股票简称：新野纺织 

股票代码：002087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15号 

邮编：473500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许勤芝 

电话：0377-66221824 

传真：0377-66265092 

所属行业：C17制造业-纺织业 

经营范围：棉纺及棉织品，服装加工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不另附进

出口商品目录）。（以上范围凡需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176802410C 



 

二、发行人2019年度经营情况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棉纺织业，为劳动密集型行业，市场为完全竞争的市场。

纺织行业是我国的主要支柱产业，目前，我国已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产业链较

为完善的纺织工业体系，从纺织原料生产开始（包括天然和化学纤维），纺纱、

织布、染整到服装及其他纺织品加工，形成了上下游衔接和配套生产，成为全球

纺织品服装的第一生产国、出口国。 

当前，棉纺织行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是纺织行业产业升级

的关键时期，行业的发展核心是推动转型升级，改变对投资驱动、要素驱动的依

赖，转为依靠科技、品牌、管理、体制、机制及经营模式的创新来促进整个行业

的发展。一批优势企业通过不断创新来提升竞争力。创新意识、品牌影响、新技

术革命、创造力等等这些现代企业的要素正在深刻影响纺织行业的发展。 

从国际市场竞争环境来看，我国棉纺织行业整体水平与国际发达国家相比还

存在一定差距，而且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竞争。未来，我国纺织工业将面临发

达国家在产业链高端、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低端的双重竞争。发达国家凭借技术、

品牌和供应链整合的优势，占据着市场的主动地位。其他发展中国家凭借劳动力

成本、资源、贸易环境等比较优势，纺织工业将会得到快速发展。 

公司从事棉纺织行业已有 50 年的历史，以核心技术引领棉纺织行业高端领

域。多年来，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发布了中国棉纺织行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排名，

公司在参评的主营业务收入、出口交货值、人均利税、劳动生产率四项指标中均

排名前列。通过多年的发展，公司已经在技术、设备、产品、市场、成本、管理

等方面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在国内纺织行业拥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2019

年 7 月，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发布了 2018 年度中国棉纺织行业竞争力排名，公

司位列第七位。 

公司现已拥有棉花、纺纱、织造、染整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截至报告期末，

公司主营业务仍然是棉纺织品的加工与销售，主要产品为坯布面料系列产品及纱

线系列产品；同时公司根据棉花市场行情及自身棉花余缺情况开展棉花销售业务。



 

2019 年公司纱线销售有所减少，使得公司整体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小幅下降。毛

利率方面，纱线、坯布均有所提升，受益于此，公司整体销售毛利率有所提高。

公司 2018-2019 年的营业收入构成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 
2019 年 2018 年 营业收入 

同比增减 收入金额 毛利率 收入金额 毛利率 

纱线 357,686.46 20.57% 381,988.50  18.70% -6.36% 

坯布面料 160,084.74 21.33% 149,483.71  18.64% 7.09% 

棉花 53,434.46 5.40% 71,326.07  5.71% -25.08% 

色织面料 - - 856.25  11.91% -100.00% 

其他业务 1,998.74 100.00% 2,334.39  100.00% -14.38% 

合计 573,204.39 19.65% 605,988.93  17.46% -5.41% 

注：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纱线系列产品、坯布面料系列产品和色织面料系列产品，原棉及色织

面料为生产上述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公司在满足自己生产需要的前提下，会根据原棉及色织

面料的市场行情和采购成本出售一部分原棉、色织面料。 

 

发行人 2019 年经营情况 

单元：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变动 

一、营业总收入 573,204.39 605,988.93 -5.41% 

二、营业总成本 529,821.70 564,644.52 -6.17% 

其中：营业成本 460,588.21 500,197.21 -7.92% 

营业税金及附加 2,584.56 2,155.95 19.88% 

销售费用 12,859.84 12,252.62 4.96% 

管理费用 10,500.40 10,291.53 2.03% 

研发费用 18,491.81 18,271.13 1.21% 

财务费用 24,796.88 25,784.14 -3.83% 

资产减值损失 -9,388.10 -4,308.06 117.92% 

加：其他收益 1423.1 945.28 50.55% 

    信用减值损失 -1752.81 - - 

  资产处置收益 -146.13 -187.07 -21.88% 

三、营业利润 33,518.75 42,102.62 -20.39% 

加：营业外收入 186.37 1,257.73 -85.18% 

减：营业外支出 1415.7 136.06 940.50% 

四、利润总额 32,289.41 43,224.29 -25.30% 

减：所得税费用 4,088.70 4,337.42 -5.73% 

五、净利润 28,200.71 38,886.86 -27.48%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资产减值损失：原材料价格下跌，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营业外收入：公司收到非经常性性政府补贴。 

营业外支出：公司支付的非经常性各项支出。 

信用减值：按照账龄公司计提坏账准备。 

 

三、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同比变动 

资产合计 955,499.31 976,069.57 -2.11% 

负债合计 534,213.08 577,961.03 -7.57%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1,286.23 398,108.54 5.82%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变动 

营业收入 573,204.39 605,988.93 -5.41% 

营业成本 529,821.70 568,952.59 -6.88% 

营业利润 33,518.75 42,102.62 -20.39% 

利润总额 32,289.41 43,224.29 -25.30% 

净利润 28,200.71 38,886.86 -27.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7,941.80 38,646.44 -27.7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同比变动 

经营活动现金流流入 579,249.87 567,619.35 2.05% 

经营活动现金流流出 467,822.30 552,568.54 -1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427.57 15,050.82 640.34% 

投资活动现金流流入 91.34 247.78 -63.14% 

投资活动现金流流出 7,795.64 24,638.49 -68.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704.30 -24,390.71 -68.41% 

筹资活动现金流流入 397,925.31 286,047.13 39.11% 

筹资活动现金流流出 528,923.99 297,538.14 77.7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0,998.69 -11,491.02 1040.01% 

相关数据同比发生重大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640.34%，主要原因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及回收货款增加所致。 



 

2、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同比减少 68.36%，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在建项目与上期相

比减少所致。 

3、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同比增加 39.11%，主要原因是公司融资额度增加所致。 

4、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同比增加 77.77%，主要原因是 2019 年公司偿还债券大幅

增加所致。 

  



 

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17 新野 01：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490 号文件批复，发行人于 2017

年 7 月 26 日公开发行了 3 亿元公司债券。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上述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且募集资金最终与募集说明书

承诺的用途一致。 

三、公司债券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17 新野 01：公司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了《河南新野纺织股

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并与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野县支行和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

签订了《资金监管协议》，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募集资金接收、存储、

划转。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发行人存在将募集资金从监管账户划入发行人其

他银行账户进行中转再使用的情形，但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募集资金使用材料进行

核查，本期债券最终用途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未出现重大异常情况。 

  



 

第五节 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为无担保债券。报告期内，公司按计划调度资金，及时、足额

地准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第六节 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以及本息偿付情况 

 

一、公司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各期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良

好，与募集说明书披露的相关承诺保持一致。 

二、公司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17 新野 01：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7 月 26 日。若投

资者在第 2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8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7 月 26 日。若投资者在第 4 年末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

付息日为自 2018 年至 20121 年每年的 7 月 2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

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发行人已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支付本期债券当期利息即 2018 年 7 月 26 日至

2019 年 7 月 25 日期间的利息。发行人已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偿付本期债券投资

人行使回售选择权的本金 2.982 亿元。 

  



 

第七节 发行人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均按各期公司债券约定执行在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

务。  



 

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九节 发生受托管理协议约定事项的说明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受托管理协议中约定的影响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安全

的事项。



 

第十节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提供对外担保借款 100,500.00 万元，其中：

南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22,500.00 万元，河南天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17,000.00

万元,河南天冠燃料乙醇有限公司 13,000.00 万元，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12,000.00 万元，新疆宇华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26,000.00 万元，新野县汉凤纺织

销售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新疆锦域纺织有限公司 5,000.00 万元。 

其中，2019 年河南华晶超硬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在兴业银行的承兑汇票逾期

未能偿还，因公司与河南华晶签订互保协议，公司对该逾期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并

代河南华晶偿还了 2000 万的借款。公司已按照法律程序追回代偿款 1420.28 万

元，同时为了保证公司利益不遭受重大损，公司亦对河南华晶的其他资产采取了

保全措施。 

二、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1）未决诉讼仲裁情况 

公司与供应商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公司在原棉加工费用结算方面产生争议，

新野县诚德贸发有限公司作为原告对公司提起诉讼。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7 年做出判决，判决公司偿付欠款 16,265,174.81 元及相应利息。公司对一审

判决不服，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18 年 11 月 26 日，河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做出裁决，裁定撤销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件做出的一审判

决、发回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案件正在审理中。 

（2）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无。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各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四、其他重大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新野县财政局将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5,200 万股股份已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质权人与出质人

新野县财政局双方约定：在股份被质押至股权解冻日，由质权人向本公司提供相

应借款。新野财政局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质押手续。 

公司控股股东新野县财政局将其所持有公司股份中的 5,850 万股股份已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质押给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质权人与出质人

新野县财政局双方约定：在股份被质押至股权解冻日，由质权人向本公司提供相

应借款。新野财政局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已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上述股权质押手续。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度）》之签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