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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声明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

协议》、《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一带一路”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等相关规定和约定，国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作为受托管理人，以公开信息披露文件、

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为信息来源

编制本定期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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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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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 指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 指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报告期 指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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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ENGYI PETROCHEMICAL CO. ,LTD. 

二、本次债券的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一带一路”公

司债券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

一期）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债 券 简 称

及代码 
18 恒逸 R1，112653.SZ 18 恒逸 01，112660.SZ 18 恒逸 02，112681.SZ 

发 行 规 模

及利率 

人民币 5.00 亿元，发行

利率为 6.47% 

人民币 10.00 亿元，发

行利率为 6.78% 

人民币 15.00 亿元，发

行利率为 6.43% 

债券余额 人民币 5.00 亿元 人民币 10.00 亿元 人民币 15.00 亿元 

债券期限 

3 年期，在第 2 年末附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3 年期，在第 2 年末附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3 年期，在第 2 年末附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

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

权。 

起息日 2018 年 3 月 5 日 2018 年 3 月 22 日 2018 年 4 月 19 日 

付息日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

的 3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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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

为 2019 年至 2020 年每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

的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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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

为 2019 年至 2020 年每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

的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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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项

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

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

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

为 2019 年至 2020 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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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3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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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年的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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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年的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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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利息），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本 金 兑 付

日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3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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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息

款项不另计利息），如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

付日为 2020 年 3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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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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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付

息款项不另计利息），如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2020年 3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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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1 年 4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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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日为 2020年4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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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债 券 担 保

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本期债券无担保 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 用 级 别

及 资 信 评

级机构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17 年 10 月 24 日发布

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一带

一路”公司债券信用评

级报告》，发行人的主体

评级为AA+ ，本次债券

的信用等级为 AA+，评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3 月 15 日发布

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

告》，发行人的主体评级

为AA+ ，本次债券的信

用等级为 AA+，评级展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8 日发布的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信用评级报

告》，发行人的主体评级

为 AA+ ，本次债券的

信用等级为 AA+，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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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展望为稳定。 望为稳定。 展望为稳定。 

募 集 资 金

用途 

本期公司债券的募集资

金全部用于公司“一带

一路”重点项目——文

莱 PMB 石油化工项目。 

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所募

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5亿元用于补充公司

流动资金，满足公司经

营需求，剩余部分偿还

公司部分有息负债，优

化公司债务结构。 

本期发行公司债券所募

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

后，全部用于偿还公司

有息负债，优化公司债

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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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相关约定，通过访谈、查阅获取发行人相关资料、核查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信息

等方式持续对发行人报告期内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资信状况、偿债保障措施

实施情况以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等进行监督，履行了受托管理人职责。 

2018 年度，国信证券作为本次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出具的临时受托管理报

告情况如下： 

1、2018 年 6 月 12 日，发行人披露《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当年累计

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公告》（公告编号：2018-108）；2018 年

6 月 20 日，国信证券出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2018 年 9 月 10 日，发行人披露《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累

计新增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52）；2018 年 9 月 10 日，国信证券出具

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累计新增借款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3、2018 年 10 月 26 日，发行人披露《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

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71）；2018 年 10 月 19 日，国信证券出

具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累计新增借款

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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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260 号恒逸•南岸明珠 3 栋 

法定代表人：方贤水 

经营范围：对石化行业、房地产业的投资，有色金属、建筑材料（不含木材）、

机电产品及配件，货运代理（不含道路客货运服务），经营本企业及本企业成员

自产产品和生产、科研所需的原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和限制公司经营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一）公司业务情况 

公司致力于发展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石化产业集团之一，目前已形成

以石化、化纤产业为核心业务，石化金融、石化贸易和石化物流为成长业务，数

字化技术应用、智能制造和科技纤维产品为新兴业务，逐步完善“石化+”多层

次立体产业布局。 

公司已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精对苯二甲酸和聚酯纤维综合制造商之一，公司

综合竞争优势多年位居行业前列，主要生产精对苯二甲酸（PTA）、己内酰胺

（CPL）、聚酯（PET）切片以及涤纶预取向丝（POY）、涤纶牵伸丝（FDY）、涤

纶加弹丝（DTY）等产品。 

（二）公司主要经营情况 

截至 2018 年末，恒逸石化总资产为 5,962,467.78 万元，总负债为 3,735,794.89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226,672.89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494,768.83 万

元，利润总额 261,961.09 万元，净利润 224,342.1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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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发行人的营业收入主要由精对苯二甲酸（PTA）、聚酯（包括切片、POY、

FDY、DTY）及贸易等主营业务收入及其他业务收入构成。 

从收入构成来看，PTA、聚酯（包括切片、POY、FDY、DTY 等）及贸易收

入是目前发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报告期内，以上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总额

的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占比 营业收入 占比 

PTA 1,749,408.27 20.59% 1,689,783.47 25.62% 

聚酯 2,500,887.27 29.44% 1,392,858.24 21.12% 

贸易 4,179,133.49 49.20% 3,478,133.09 52.73% 

其他 65,339.80 0.77% 35,176.35 0.53% 

合计 8,494,768.83 100.00% 6,595,951.15 100.00% 

 

2017-2018 年，发行人主营业务整体毛利率分别为 3.98%和 3.91%。 

单位：万元，% 

 业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润 毛利率 

2018 年度 

PTA 1,749,408.27 1,636,642.86 112,765.41 6.45% 

聚酯 2,500,887.27 2,273,121.11 227,766.16 9.11% 

贸易 4,179,133.49 4,201,690.25 -22,556.76 -0.54% 

其他 65,339.80 51,054.83 14,284.97 21.86% 

合计 8,494,768.83 8,162,509.06 332,259.78 3.91% 

2017 年度 

PTA 1,689,783.47 1,607,166.37 82,617.09 4.89% 

聚酯 1,392,858.24 1,252,072.12 140,786.12 10.11% 

贸易 3,478,133.09 3,448,867.51 29,265.58 0.84% 

其他 35,176.35 25,632.23 9,544.12 27.13% 

合计 6,595,951.15 6,333,738.23 262,212.91 3.98%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情况 

（一）发行人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同比变动比例 

流动资产合计 1,652,403.51 1,189,853.83 3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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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901,415.24 474,211.30 90.09% 

应收账款 137,747.60 126,560.96 8.84% 

预付款项 84,422.30 112,139.85 -24.72% 

其他应收款 14,221.85 3,149.37 351.58% 

存货 275,777.92 211,514.80 30.38% 

非流动资产合计 4,310,064.27 2,390,519.52 80.30% 

总资产 5,962,467.78 3,580,373.35 66.53% 

流动负债合计 2,379,652.40 1,735,751.25 37.10% 

短期借款 1,372,253.94 1,006,547.75 36.33% 

应付账款 464,167.21 312,690.09 48.44% 

预收款项 50,338.60 38,193.49 31.8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00,417.01 20,466.67 390.64% 

非流动负债合计 1,356,142.50 78,715.34 1622.84% 

总负债 3,735,794.89 1,814,466.59 105.89% 

所有者权益合计 2,226,672.89  1,765,906.76  26.09%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80,188.12  1,377,419.89  29.24% 

营业总收入 8,494,768.83  6,595,951.15  28.79% 

营业总成本 8,369,956.16  6,436,145.16  30.0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205.28  168,455.64  16.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67,459.12  237,950.55  -29.6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243,413.40  -753,058.19  -65.1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357,011.22  522,097.62  159.9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52,401.68  350,636.22  86.06%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度/末 2017 年度/末 同比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 69.44% 68.55% 0.89% 

速动比率 57.85% 56.36% 1.49% 

资产负债率 62.66% 50.68% 11.98%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EBITDA） 425,237.71 329,155.85 29.19%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4.65 9.16 -49.24%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0.00%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0.00% 

注：上述财务指标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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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4、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5、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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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利息偿付率=实际利息支出/应付利息支出； 

7、EBITDA=利润总额+利息支出+固定资产折旧+投资性房地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 

销。 

（三）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变动分析 

1、货币资金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分别为 474,211.30 万元和 901,415.24

万元，2018 年末货币资金较 2017 年末增加 427,203.94 万元，主要系公司取得文

莱项目借款所致。 

2、应收账款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分别为 126,560.96 万元和

137,747.60 万元，2018 年末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较 2017 年末增加 11,186.64 万元，

主要系公司销售收入的增加。 

3、预付款项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预付款项分别为 112,139.85 万元和 84,422.30

万元，2018 年末预付款项较 2017 年末下降 27,717.55 万元，降幅为 24.72%，主

要系预付原料采购款下降。 

4、其他应收款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价值 3,149.37 万元和 14,221.85 万

元，2018 年末较 2017 年末增加 11,072.48 万元，主要系应收往来款及应收索赔

款增加所致。 

5、存货分析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发行人存货账面价值分别为 211,514.80 万元和

275,777.92 万元，2018 年末存货较 2017 年末存货增加 64,263.12 万元，主要系公

司经营规模扩大，库存商品同步增加所致。 

6、短期借款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发行人短期借款金额分别为 1,006,547.75 万元和

1,372,253.94 万元，2018 年末较 2017 年末增加 365,706.19 万元，主要系公司根

据市场利率及资金需求调整融资额度所致。 

7、应付票据 



 

12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发行人应付票据金额分别为 252,018.01 万元、

304,054.44 万元，2018 年末应付票据较 2017 年末增加 52,036.42 万元，主要系随

着公司生产规模扩大，国内信用证支付增加所致。 

8、应付账款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应付账款分别为 312,690.09 万元和 464,167.21

万元，2018 年末应付账款较 2017 年末增加 151,477.12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公司

经营规模扩大，应付原辅料、工程设备等款项增加。 

9、预收款项 

2017年末和 2018年末，公司预收款项余额分别为 38,193.49万元和 50,338.60

万元，2018 年末预收款项较 2017 年末增加 12,145.11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公司

预售商品增加，预收账款增加。 

10、其他应付款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其他应付款分别为 61,163.71 万元和 46,793.53

万元，2018 年末较 2017 年末减少 14,370.18 万元，主要系公司偿还恒逸集团往

来款。 

11、长期借款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长期借款分别为 65,135.50 万元和 946,764.20

万元，2018 年末较 2017 年末增加 881,628.7 万元，主要系国家重点“一带一路”

项目——公司文莱炼化项目银团贷款有序提款，同时，因公司本期完成了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事项，嘉兴逸鹏化纤有限公司、太仓逸枫化纤有限公司和浙江双兔新

材料有限公司于 12 月纳入公司并表范围，该三家公司的借款余额也全额纳入

2018 年的新增借款，导致银行贷款增加。 

12、应付债券 

2017 年末和 2018 年末，公司应付债券分别为 0 万元和 298,835.45 万元，

2018 年末应付债券较 2017 年末增加 298,835.45 万元，主要系公司分别于 2018

年 3 月 5 日发行面值 5 亿元的“18 恒逸 R1”、2018 年 3 月 22 日发行面值 10 亿

元的“18 恒逸 01”、2018 年 4 月 19 日发行面值 15 亿元的“18 恒逸 02”三支债

券所致。 

13、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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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237,950.55 万元和 167,459.12 万元，2018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7 年度减少 70,491.42 万元，主要系报告期受公司结算方式影响，经营性应付

款项减少导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14、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753,058.19 万元和-1,243,413.40 万元，主要原因系文莱 PMB 项目投资支出所致。 

15、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522,097.62 万元和 1,357,011.22 万元。2018 年筹资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较 2017

年增加 834,913.60 万元，主要系公司发行公司债、扩大融资规模满足日常流动资

金及项目资金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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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偿债意愿及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分析 

发行人作为 PTA 行业龙头之一，市场份额高，规模化生产优势明显，市场

地位稳固。报告期内，发行人规范经营，信誉良好，贷款偿还率和利息偿付率均

为 100%，直接债务融资未出现未按时兑付本息的情况，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由公司总裁、董事会办公室和财务管理部联合组成本期债券本息偿付工作小

组，自本期债券发行之日起至付息期限或兑付期限结束，工作小组全面负责利息

支付、本金兑付及相关事务，并在需要的情况下继续处理付息或兑付期限结束后

的有关事宜。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发行人偿还本次债券到期本息资金主要来源于公司营业收入和经营性现金

流，具体情况如下： 

1、偿债资金的主要来源 

本期债券的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发行人合并口径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分别为 309,611.55 万元、237,950.55 万元、167,459.12 万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入

分别为 4,731,231.33 万元、7,512,977.33 万元、9,239,542.12 万元。总体来看，发

行人经营业绩有稳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可以为偿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2、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长期以来，发行人财务政策稳健，资产流动性良好，必要时可以通过资产变

现来补充偿债资金。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合并口径流动资产余额为

1,652,403.51 万元，其中货币资金为 901,415.24 万元，其余主要由应收票据、预

付款项、存货、应收账款和其他流动资产等构成。若发生偿债资金不足的情况，

发行人可通过票据贴现、应收账款保理、存货变现等手段来获得必要的偿债资金。 

发行人具有良好的信用状况，在各大银行均具有良好的信誉，获得了各大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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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较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也为偿还本期债券本息提供支持。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共获得各金融机

构授信共计 508.94 亿元，未使用授信 223.9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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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于 2018 年 3 月 2 日发行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一带一路”公司债券，规模为人民币 5.00 亿元。本次公司债券募

集款项已于 2018 年 3 月 6 日汇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发行人披露

的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文莱 PMB 石油

化工项目。 

发行人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发行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规模为人民币 10.00 亿元。本次公司债券募集

款项已于 2018 年 3 月 22 日汇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 5

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满足公司经营需求，剩余部分偿还公司部分有息负

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发行人于 2018 年 4 月 16 日发行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规模为人民币 15.00 亿元。本次公司债券募集

款项已于 2018 年 4 月 19 日汇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根据发行人披露的

本次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全

部用于偿还公司部分有息负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18 恒逸 R1”、“18 恒逸 01”和“18 恒逸 02”债券

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发行人按照核准的用途或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使用募集

资金。发行人不存在擅自改变上述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或违规使用上述债券募集资

金的情况。 

发行人已将募集资金用于文莱 PMB 石油化工项目、补充营运资金和偿还有

息负债，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一致。 

三、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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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萧山分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发行

人严格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对专项账户进行募集资金管理，将该专项账

户用于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发行人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不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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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公司债券本息

偿付情况 

一、本次债券增信机制变更及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本次债券无担保，增信机制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债券偿债保障措施的变更及相应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 

为了充分、有效的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发行人已为本次债券的按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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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做好组织协调、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和严

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措施。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均与募集说明书中相关承

诺一致。 

三、本次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2018 年度，“18 恒逸 R1”、“18 恒逸 01”和“18 恒逸 02”不存在需偿付本息

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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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次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8 年 6 月 22 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发布《恒逸石化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 18 恒逸 R1、18 恒逸 01 与 18 恒逸 02 跟踪评级报告》

（编号：【新世纪跟踪(2018)100317】），主体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稳定；债

项信用等级 AA+，主体信用等级、评级展望与债项信用等级与首次评级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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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义务情况 

不适用。 

  



 

21 
 

第九章  负责处理与本次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一、报告期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生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变更的情况。 

二、发行人信息披露负责人变动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负责本次债券的信息披露负责人未发生变动。 

三、中介机构变动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债券受托管理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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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度，“18 恒逸 R1”、“18 恒逸 01”和“18 恒逸 02”公司债券未出现需

要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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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对外担保（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情况如下表所示： 

被担保方 
担保余额

（万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终止

日 
担保类型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12,450.00 2012-7-9 2020-7-8 保证担保 

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 7,206.36 2012-6-7 2020-6-6 保证担保 

 

二、重大诉讼、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的事项 

2018 年度，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和媒体普遍质疑的事项。 

三、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

更情况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 

四、其他重大事项 

无。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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