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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AXIN CEMENT CO., LTD. 

二、本期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255 号”文核准，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不超过 13 亿元的公司债券，分期发行。2016 年 8 月 19 日至

2016 年 8 月 22 日，公司成功发行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12 亿元。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16 华新 01、136647。 

3、发行规模：人民币 12 亿元。 

4、票面利率：4.79%。 

5、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 

6、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 

7、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8、还本付息的方式：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利息

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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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8 月 22 日。 

10、利息登记日：按照上交所和债券登记托管机构的相关规定办

理。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

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

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11、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8 月

22 日，2021 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

另计利息。 

12、兑付日期：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1 年 8 月 22 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

不另计利息。 

13、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自 2016 年 8 月 22 日至 2021

年 8 月 21 日。 

14、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15、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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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人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

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

中诚信证评已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出具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报告，维持

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稳

定。 



 

3 
 

16、债券受托管理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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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情况 

公司是经原湖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鄂改[1992]60 号文批准，

由原华新水泥厂等八家企业作为主要发起人，于 1993 年 11 月 30 日

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的出资

额折合为总股本 9,227.24 万股，合计 9,227.24 万元。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1993 年 11 月，经湖北省人民政府鄂政函[1993]53 号文及中国证

监会证监发审字[1993]63 号文批准，公司公开发行 4,472.76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公开募股后华新水泥总股本为 13,700 万股。1994 年 1 月，

除内部职工股之外的社会个人股 3,600 万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1994 年 4 月 8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资本公积金按

每 10 股转增 2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 16,440 万股，其中国有股份 9,152.688 万股，境内股份 2,487.312

万股，流通股 4,320 万股（“流通 A 股”），内部职工股 480 万股。1994

年 7 月，公司 480 万股内部职工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流通

A 股变为 4,800 万股。 

1994 年 11 月 26 日，经上海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沪证办[1994]133

号文批准，公司公开发行 B 股 8,700 万股，并于 1994 年 12 月 9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完成以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25,14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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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其中国有股份 9,152.688 万股，境内股份 2,487.312 万股，流通 A

股 4,800 万股，流通 B 股 8,700 万股。 

1999年 3月 2日，经中国证监会[1999]1号文批准，公司向Holchin 

B.V.定向发行 B 股 7,700 万股，并于 1999 年 3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发行完成以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2,840 万股，其中国有

股份 9,152.688 万股，境内股份 2,487.312 万股，流通 A 股 4,800 万

股，流通 B 股 16,400 万股。 

2005 年 9 月，根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及

黄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复和公司股东大会的

批准，公司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2005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 A

股市场相关股东现场会议，审议通过了《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东通过向流通 A 股股东支付对价股份的

方式获得其所持股份在 A 股市场的流通权，流通 A 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 A 股获赠 3 股流通 A 股股份。2005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实施

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A 股股票于 2005 年 12 月 29 日恢复交易，股

权分置改革顺利完成。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的总股本变更为

32,840 万股，其中国有股份 7,925.0648 万股，境内股份 2,274.9352 万

股，流通 A 股 6,240 万股，流通 B 股 16,400 万股。 

2008 年 1 月 7 日，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08]22 号文

批准，公司向外国战略投资者 Holchin B.V.定向发行 7,520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武汉众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众环验字

[2008]015号验资报告对本次定向发行进行了验资。2008年 2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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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权登

记手续。 

2008 年 12 月 29 日、2009 年 12 月 29 日、2010 年 12 月 29 日以

及 2011 年 2 月 4 日，华新集团代持的国有股份以及 Holchin B.V.所持

有的在公司 2008 年 2 月 4 日定向增发中获得的 7,520 万股流通 A 股

股份分别解禁上市，且 Holchin B.V.持有的公司 8,576.13 万股流通 B

股的三年限售期亦届满。 

2011 年 4 月 22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资本公积按每

10 股转增 10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

为 80,720 万股。 

2011 年 8 月 15 日，经中国证监会出具的证监许可[2011]1299 号

文批准，于 2011 年 11 月 4 日完成非公开增发 128,099,928 股人民币

普通股。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

字（2011）第 323 号《验资报告》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进行了验资。 

2012 年 11 月 14 日，公司 2011 年 11 月 14 日非公开增发的

12,809.9928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中的 7,701.1892 万股限售期届满并上

市流通。 

2014 年 4 月 25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公司以资本公积金按

每 10 股转增 6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份，转增后公司股本变更

为 149,647.9885 万股。 

2014 年 7 月 1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公司第一期行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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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已满足，可行权激励对象共 15 名，对应可行权股票期权数量为

1,091,560 份。2015 年 7 月 17 日，本次行权股票上市流通，上市流通

数量为 1,091,440 股。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大信验字[2015]2-00044 号《验资报告》，公司收到行权募集资金

9,888,446.4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1,091,440.00 元，实际出资额超

过注册资本的 8,797,006.40 元列入资本公积。）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1,497,571,325 股。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华新水泥总股本为

1,497,571,325 股，其中境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为 972,771,32

股；境内发行人民币外资股（B 股）524,800,000 股。 

2019 年 4 月 25 日，经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 0.4 股，转增后总股本为

2,096,599,855 股。 

二、发行人 2018 年度经营情况 

2018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 6.6%，实现了 6.5%左右的

预期发展目标；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 5.9%，比去年低 1.3

个百分点。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减缓及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水

泥需求拉动递减等因素的影响，2018 年全年水泥产量 22.1 亿吨，同

比减少了 1.3 亿吨。但因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水泥供需保持了

好的动态平衡，水泥价格继续保持恢复性上涨，全行业全年实现利润

1,546 亿元，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以上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公司实现了高质量、高速度、高效益的发展。报告期内

公司准确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坚持以安全生产、环保合规为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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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合规性风险的管控，着力加强成本控制、危废业务及骨料业务

项目的开发，深化实施“环保转型、海外发展、传统工业+数字化和

高新建筑材料拓展”的发展战略，公司业务规模进一步扩大，经营业

绩再创历史新高。 

消除潜在合规风险。报告期内，通过建立“总部、事业部、工厂”

三级环保管理网络，强化监控预警，防范环保风险。年内公司 18 家

工厂通过了国家安全生产总局的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各工

厂顺利通过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现场检查。 

进一步推进采购变革。报告期内公司强力推行“统购”+“网购”

的采购战略,同时通过对采购授权决策机制系统进行升级、组建成立

总部物流公司及原、燃料统购物流管理团队等措施，防范采购风险，

提高运作效率，实现采购增值。 

全力保持好的工厂运行状态。建立并完善专业审计及综合工业审

计机制，系统化、规范化评估工厂运行状况，解决瓶颈及疑难问题，

持续提升年修质量管理水平，实现了 30 家窑线工厂净运转率超过

98%。 

持续进行营销创新。报告期内公司成立价格管理委员会，进一步

规范价格管理，由总部协同事业部定期对供需变化、价格策略进行研

究，避免了价差过大导致的损失与风险。进一步强化营销创新文化，

推进以客户和价值创造为导向的营销创新，精品装修水泥和精品民用

水泥等创新产品销量增长率达 21%。 

全产业链拓展产能，稳步施行转型发展。报告期内公司完成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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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拉法基瑞安参天水泥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收购，西藏山南三期

3000 吨/日及日喀则二期 3000 吨/日项目建成投产，合计新增水泥产

能 477 万吨/年。骨料业务方面，西藏山南 300 万吨/年、云南红河 100

万吨/年项目建成投产，四川渠县、湖南郴州、湖北长阳、云南景洪和

临沧合计年产能共 1,300 万吨骨料项目开工建设。 

环保业务方面，年内武汉长山口 2000 吨/日和十堰 1000 吨/日生

活垃圾预处置环保项目投入运行；工业危废业务取得突破，截至目前

工业危废环评批复的处置能力已达 21 万吨/年。在新材料业务方面，

阳新年产 1.2 亿块综合环保墙材项目建成投产；公司第一家年产 5 万

吨的高精度、自动化防渗节能特种砂浆工厂年底投产运行；超高强混

凝土等创新产品对外销售获得突破，成功应用于港珠澳大桥等项目。 

持续推进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实力。报告期内公司加大人力、

物力、财力的投入，在原总部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升级扩建成立了集

水泥、混凝土、超高强混凝土、砂浆等产品技术创新研发、实验及检

测为一体的研发中心，进一步强化研发和技术实力，为公司今后高质

量的发展提供技术保障。2018 年公司获得专利授权 12 项（其中发明

专利 2 项），获得 19 项专利受理通知书，全年主持和参加了 13 项国

家、地方及行业标准的制定。 

2018 年，公司实现水泥和熟料销售总量 7,072 万吨，同比增长

3%；销售骨料 1,450 万吨，同比增长 26%；环保业务处置总量 214 万

吨，同比增长 18%；商品混凝土实现销量 356 万方，同比增长 11%。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74.66亿元，同比增长31.48%；实现利润总额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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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81 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53.59%和 149.39%。 

三、发行人 2018 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末 2017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额 33,161,505,602 30,499,323,197 8.73 

负债总额 14,842,116,481 17,343,752,065 -14.42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16,672,962,778 11,899,804,274 40.11 

所有者权益合计 18,319,389,121 13,155,571,132 39.25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331.62 亿元，较年

初增长 8.73%；负债总额为 148.42 亿元，较年初降低 14.42%；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166.73 亿元，较年初增加 40.11%。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27,466,044,481 20,889,291,990 31.48 

营业利润 7,170,197,232 2,579,502,935 177.97 

利润总额 7,131,070,969  2,812,034,511  153.59 

净利润 5,705,494,815 2,211,758,228 157.96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5,181,448,611  2,077,640,568 149.39 

2018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274.6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1.48%；营业利润为 71.7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77.97%；利润总

额为 713.1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53.5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为 51.81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49.39%。 

2018 年度，发行人营业总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66 亿元，增长

31.48%，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本年度新并购工厂增加收入约 6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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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等主要产品价格稳中有升，增加收入约 47 亿元。营业成本较上

年同期增加 18.6 亿元，其中除水泥、骨料等主要产品产销规模扩大

的影响外，煤炭价格上升、维修费用增加等因素也推升了生产成本。

水泥等主要产品价格稳中有升，消化了燃料、维修等成本上升的影响，

本年度公司销售毛利率较上年提升 10.10 个百分点，盈利能力显著提

高。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899,606,105 3,904,076,048 102.34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828,883,303 -1,634,307,187 11.91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383,900,782 -2,359,485,781 85.80 

2018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9 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 102.34%；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8.29 亿元，较上年同期净流出增加 11.91%；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43.84 亿元，较上年同期净流出增加 85.80%。 

（四）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增减率（%）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9,174,169,895 4,939,292,252 85.74 

流动比率 1.04 0.95 9.47 

速动比率  0.80 0.75 6.67 

资产负债率 45% 57% 降低 12 个百分点 

EBITDA 全部债务比 0.62 0.28 121.43 

利息保障倍数 15.48 6.01 157.57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19.92 8.89 124.07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23.67 8.16 190.07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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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255 号”文

核准，于 2016 年 8 月 19 日至 2016 年 8 月 22 日公开发行了 12 亿元

公司债券。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受托管理报酬后的净

募集款项共计 119,350 万元，已于 2016 年 8 月 22 日汇入发行人为本

期债券设立的专项账户。 

根据发行人 2016 年 8 月 17 日公告的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发行

人拟将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及补充流动资金。本期债

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59,400 万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剩余资

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发行人于 2016 年 8 月至 2016 年 11 月

之间陆续使用 59,400 万元募集资金偿还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银行贷

款，并使用 59,95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

金，募集资金的使用已履行公司内部审批程序，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

全部使用完毕。2018 年末专项账户募集资金余额为零元，专项账户运

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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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措施执行及付息兑付情况 

2018 年度，本期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偿债保障措施未

发生变更。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16 年 8 月 22 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8 月 22 日，2021 年的应付利息随当年本金

的兑付一起支付（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

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兑付日为 2021 年

8 月 2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

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2018 年度，本期债券已按时兑付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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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8 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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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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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诚信证评”）。根据《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

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中诚信证评评级制

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

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

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

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

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本期债券发行主体及担保主

体（如有）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跟踪评级，并

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此外，自本期债券评级报告出具之日

起，中诚信证评将密切关注与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以及本期

债券有关的信息，如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发

行主体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在认为

必要时及时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

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在中诚

信证评网站（www.ccxr.com.cn）和交易所网站予以公告，且交易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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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公告披露时间不得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

露的时间。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

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

用级别或公告信用级别暂时失效。 

中诚信证评已于 2019 年 4 月 27 日出具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维持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

望稳定，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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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

况 

公司负责处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务负责人为黄开顺，报告期内未发

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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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方 

担保方与

上市公司

的关系 

被担

保方 

担保

金额 

担保发生日期

(协议签署日)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

期日 
担保类型 

担保是否

已经履行

完毕 

担保是

否逾期 

担保逾

期金额 

是否存在

反担保 

是否为

关联方

担保 

关联

关系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102,700,00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0 

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491,297,534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1,874,303,235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1,874,303,235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1.24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C） -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的债务担保金额

（D） 
792,475,488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E） -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792,475,488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8 年度，公司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情况如下： 

事项概述及类型 

江苏火花钢结构集团有限公司诉华新水泥（恩平）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 

襄阳建山科技有限公司诉华新混凝土（武汉）有限公司、襄阳兴士达塑胶有限公司、刘建山先生及华新混凝土襄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 

襄阳兴士达塑胶有限公司诉华新混凝土（武汉）有限公司、襄阳建山科技有限公司、刘建山先生及华新混凝土襄阳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合同纠纷一案 

报告期内： 

起诉

（申

请）

方 

应诉（被申请）方 

承担连

带责任

方 

诉讼仲裁

类型 

诉讼（仲裁）基

本情况 

诉讼（仲

裁）涉及

金额 

诉讼

（仲

裁）

是否

形成

诉讼（仲裁）进展情

况 

诉讼（仲

裁）审理结

果及影响 

诉讼（仲裁）判决

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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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概述及类型 

预计

负债

及金

额 

华新

水泥

股份

有限

公司 

天行集团有限公司、

永康市天一搪瓷制品

有限公司、浙江恒泰

铝业有限公司、武义

华欧家具有限公司、

徐伟强先生、刘礼国

先生、徐联胜先生、

林宽德先生、刘明燕

女士、程东庆先生、

徐联盟先生、孙富松

先生、李元洪先生等

四川广汉三星堆水泥

有限公司股东及应天

行先生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2 年

半年度报告》、

《公司 2015 年

半年度报告》 

6,000 否 

2015 年 2 月 25 日，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已

作出二审判决。 

应诉方四川

广汉三星堆

水泥有限公

司等股东双

倍返还定金

6000 万元，

应天行先生

对三星堆股

东前述返还

责任承担连

带责任。 

2015 年 4 月 22 日，

公司向德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2018 年公司

收到执行回款 228

万元。 2019年 2月，

公司向德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申请对四

川广汉三星堆水泥

有限公司股权依法

采取评估拍卖之执

行措施。 

湖北

国新

置业

有限

公司 

华新混凝土（武汉）

有限公司 

新七建

设集团

有限公

司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3 年

年度报告》、《公

司 2016 年年度

报告》 

3,683.17 否 

2018 年 3 月，起诉方变

更诉讼请求，按侵权损

害赔偿主张权利，要求

应诉方赔偿因提供产

品存在质量问题造成

的直接经济损失人民

币 31,831,673.56 元及

间接损失 500 万元，新

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目前案件正在一审重

审之中。 

  

华新

混凝

土

（武

汉）

有限

公司 

湖北国新置业有限公

司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3 年

年度报告》、《公

司 2016 年年度

报告》 

490 否 同上。   

北方

重工

集团

有限

公司 

华新水泥（恩平）有

限公司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3 年

年度报告》、《公

司 2016 年年度

报告》 

25,850.78 否 

2018 年 12 月，双方达

成和解协议。2019 年 1

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作出二审终审裁定。 

应诉方向起

诉方支付剩

余款 15960

万元。 

应诉方已于 2018 年

12 月一次性支付剩

余工程款。本诉讼

于 2019 年 1 月终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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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概述及类型 

华新

混凝

土襄

阳有

限公

司 

襄阳建山科技有限公

司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5 年

年度报告》、《公

司 2017 年年度

报告》 

2,477.39 否 

2018 年 8 月，应诉方提

出反诉，反诉请求：判

令反诉被告即华新混

凝土襄阳有限公司向

反诉原告即襄阳建山

科技有限公司支付人

民币 2852 万元。 2019

年 1 月，起诉方申请追

加刘建山先生、襄阳兴

士达塑胶有限公司为

共同被告，与应诉方承

担连带还款责任。 目

前案件正在一审重审

之中。 

  

华新

混凝

土襄

阳有

限公

司 

襄阳建山科技有限公

司 

 民事诉讼 

详 情 请 见

www.sse.com.cn

《公司 2015 年

年度报告》 

240 否 

2018 年 10 月，襄阳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

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应诉方于判

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

付 起 诉 方

222.87 万元

及以 222.87

万 元 为 基

数、自 2015

年7月22日

起至付清之

日止、按照

年利率 6%

计 算 的 利

息。 

2019 年 1 月，襄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人民法院已受理

起诉方强制执行的

申请。 

三、相关当事人 

2018 年度，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

动。 

四、其他公司债券重大事项 

2018 年度，发行人除评级发生变化外，未发生《公司债券发行与

交易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列示的重大事项。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