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债券代码：19 河钢 02                                                              债券简称：149011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9 年度） 

 

 

 
发行人：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石家庄体育南大街 385 号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29 号 1-9 层 

 

 

2020 年 6 月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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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之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河

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或“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

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证券”或“受

托管理人”）编制。国开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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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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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债券名称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二、债券简称及代码 
 

债券简称 代码 
19河钢 02 149011 

 

三、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9 年 8 月 6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9]1452 号”核准，发行人获准向 

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5 亿元的公司债券。 

 

四、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1、发行规模：15 亿元 

2、票面金额：100 元 

3、发行价格：100 元 

4、债券期限：5 年 

5、上市场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6、债券形式：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7、票面利率：4.11% 

8、起息日：2019 年 12 月 12 日 

9、付息日：存续期内每年 12 月 12 日 

10、兑付日：2024 年 12 月 12 日 

11、计息期间：单利按年计息 

12、还本付息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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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担保情况：无担保 

14、信用级别：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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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级展望稳定；本期债券信用评级为 AAA 

15、募集资金用途：偿还金融机构借款等（含划分为权益工具的永续中票、可续

期公司债、可续期企业债等） 

16、受托管理人：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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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国开证券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约定，对公司资

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

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所约定义务，行使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

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发行人资信情况 

根据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 28 日出具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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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定，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

责任公司 2020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2020）》，维持发行人主体信

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维持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二、担保物资信情况 

无担保 

 

三、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簿记发行了规模为 15.00 亿元的河钢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利率 4.11%，

期限为 5 年，募集资金用途为偿还金融机构借款等（含划分为权益工具的永续中票、

可续期公司债、可续期企业债等）。 

截至 2019 年末，上述公司债券 15 亿元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余额全部用于偿

还银行贷款和金融机构借款，截至报告期末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

明书约定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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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所在的钢铁行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在工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公司加快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的重要一年。一年来，公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省委省政府和省国资委的坚强领导下，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坚定不移走产业升级和产品

质量高端路线，紧紧围绕“市场”“产品”等核心工作持续发力，较好地完成了各项

目标任务。 

二、发行人 2019 年度经营情况 
 

2019 年，公司产铁 2712 万吨、钢 2672 万吨、钢材 2532 万吨；生产钒渣 18.5 万

吨。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1214.95 亿元，利润总额 36.19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5.59 亿元，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益。 

三、发行人 2019 年度财务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总资产为 2,119.36 亿元，负债总额为 1,531.00 亿元，所有

者权益为 588.36 亿元。2019 年度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1,214.95 亿元，较上年增加

0.45%，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59 亿元，较上年减少 29.42%，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大幅下滑主要是受钢价下跌及原料价格快速上升等因素的影响，钢

铁企业的盈利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发行人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 98.08 亿元，较上年

减少 1.17%。2019 年度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0.91 亿元，筹资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的原因主要是本期偿还到期融资。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 年度/末 2018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变动原因 

流动资产合计 678.41 660.67 2.69%  

非流动资产合计 1,440.95 1,426.80 0.99%  

资产总计 2119.36 2,087.46 1.53%  

流动负债合计 1,303.16 1,287.21 1.24%  

非流动负债合计 227.84 210.74 8.11%  

负债合计 1,531.00 1,497.95 2.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8.36 589.5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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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1,214.95 1,209.57 0.45%  

营业利润 36.21 53.74 -32.61% 

受铁矿石等原

燃材料价格上

涨等因素影

响，钢铁企业

经济效益大幅

回落。 

利润总额 36.19 54.28 -33.34% 

受铁矿石等原

燃材料价格上

涨等因素影

响，钢铁企业

经济效益大幅

回落。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59 36.26 -29.4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8.08 99.85 -1.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26 -111.01 -1.5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91 96.28 -152.87% 

主要系偿还债

务支付的现金

增加 204.72

亿元，变动较

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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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本期债券资金用途为偿还金融机构借款等（含划分为权益工具的永续中票、可续

期公司债、可续期企业债等）。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债券 15 亿元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用后余额全部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和金融机构借款，截至报告期末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

约定一致，不存在违规情形。 

三、专项账户开立及运作情况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并

进行专项管理。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符合规范。 

为保证债券募集资金的合规使用及本息的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公司已指

定专项账户，与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签订《资金专项账户监管协议》，并开立了

募集资金及偿债保障金专项账户，专户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 

银行账号：13101560009207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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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9 年度，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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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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偿债保障措施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 

 “19 河钢 02”债券无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 

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为债券的按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

系列工作计划，包括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公司承诺等，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障

措施。 

（一）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

债券的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二）聘请债券受托管理人 

发行人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聘请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担任

受托管理人，签订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在债券的存续期内，由债券受托管理人

代表债券持有人对公司的相关情况进行监督，并在债券本息无法按时偿付时，代表债

券持有人采取一切必要及可行的措施，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正当利益。公司将严格按照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配合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定期向债券受托管理

人提供公司的相关财务资料，并在公司可能出现债券违约时及时通知债券受托管理人，

便于债券受托管理人及时依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采取必要的措施。 

（三）严格的信息披露 

公司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和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

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防范偿债风险。 

（四）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情况加强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资金管理等，并将根据债券本息未来到期应付情况制定年度、月

度资金运用计划，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

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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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发行人在监管银行设立了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偿债资金将主要来源于公司日常经

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发行人将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安排债券本息支付的资金，保证本

息的按时足额支付。发行人该账户具体运作等内容，根据债项下每期债券发行时的三

方监管协议进行约定。 

报告期内，发行人发行的公司债券的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与募集说明书中承

诺的内容一致，未发生变更，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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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19 河钢 02”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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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兑付一起支付。自 2019 年 12 月 12 日开始计息，存续期限

内每年的 12 月 12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19 河钢 02”在 2019 年度未到利息支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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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河钢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

（2020）》，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 “19 河钢

02”的信用等级为 AAA。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9 年度） 

14 

 

 

第九章    发行人执行行业调控政策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落实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不存在违反相关政策新增产能或

其他违反产业政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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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发行人的对外担保情况 

无 

二、发行人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无 

三、相关当事人 

无 

四、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