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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中信建投证券”或“保

荐机构”）及其具体负责本次证券发行上市项目的保荐代表人已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订的业务规则、

行业执业规范和道德准则出具本上市保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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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479

号文核准，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陕国

投”）本次配股已于2018年7月12日刊登配股说明书，2018年7月25日成功完成配

股发行工作。中信建投证券作为陕国投本次配股的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本次向

原股东配售股份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保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概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ANXI INTERNATIONAL TRUST CO.,LTD. 

股票简称： 陕国投 A 

股票代码： 000563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 薛季民 

注册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 50 号金桥国际广场 C 座 

邮政编码： 710075 

电子信箱： sgtdm@siti.com.cn 

联系电话： 029-81870262 

联系传真： 029-88851989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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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

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

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

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

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

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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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数为873,521,114股。本次发行前后，发行人A股股本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28,628,098 7.40% 68,588,429 297,216,527 7.5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861,863,634 92.60% 804,932,685 3,666,796,319 92.50% 

股份总数 3,090,491,732 100.00% 873,521,114 3,964,012,846 100.00% 

（三）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3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9,426,660,559.14 9,448,211,891.02 9,504,666,886.70 8,743,858,003.24 

负债合计 1,399,04,758.61 1,517,082,304.51 1,776,306,281.73 1,089,716,821.07 

所有者权

益合计 
8,027,655,800.53 7,931,129,586.51 7,728,360,604.97 7,654,141,182.1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一季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270,795,968.92 1,150,598,361.43 1,013,572,110.40 1,150,972,386.44 

营业支出 107,474,426.77 691,003,256.38 329,015,899.06 543,268,01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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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8 年一季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利润 163,321,542.15 459,595,105.05 684,556,211.34 607,704,369.59 

利润总额 163,306,076.35 462,529,951.30 685,543,679.34 608,169,639.01 

净利润 122,324,826.04 352,236,506.88 515,237,568.79 453,951,218.6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一季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82,870,960.73 1,042,625,907.38 157,891,242.55 356,311,669.89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481,950,677.03 -1,241,803,202.48 -2,448,832,315.67 -1,855,639,476.15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1,233,333.33 -157,651,445.76 792,540,204.57 3,215,673,147.07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120,313,049.63 -356,828,740.86 -1,498,400,868.55 1,716,345,340.81 

 

4、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3月31日

/2018年一季度 

2017年12月31

日/2017年度 

2016年12月31

日/2016年度 

2015年12月31

日/2015年度 

资产负债率 14.84% 16.06% 18.69% 12.46%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0.1239 0.3374 0.0511 0.2306 

每股净现金流量 -0.0389 -0.1155 -0.4848 1.1107 

每股收益（元） 
基本 0.0396 0.1140 0.1667 0.1827 

稀释 0.0396 0.1140 0.1667 0.1827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 后 每 股 收 益

（元） 

基本 - 0.1182 0.1357 0.0466 

稀释 - 0.1182 0.1357 0.04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1.53% 4.50% 6.79% 10.35% 

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 4.67% 5.53% 2.64% 

二、本次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证券情况 

（一）配股实施情况 

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前总股本为3,090,491,732股，本次配售股票发行

873,521,114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后总股本为3,964,012,84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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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发行核准情况：本次发行已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479号文核

准。 

2、配股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3、每股面值：1.00元。 

4、配股比例及数量：本次配股认购数量合计为873,521,114股，占本次可配

股份总数927,147,519股的94.22%。其中，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配售有效认

购数量为804,932,685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的86.82%；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东有效认购数量为68,588,429股，占本次可配股份总数的7.40%；。 

5、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6、配股价格：本次配股价格为2.60元/股。 

7、发行对象：截止 2018 年 7 月 16 日（R 日）下午深交所收市后，在登记

公司登记在册的陕国投全体股东。公司第一大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第二大股东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履行了认配股份的承诺，已以现金

全额认购其可配的股份。 

8、承销方式：代销。 

9、募集资金数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2,271,154,896.40元，扣除发行

费用（不含税）30,271,099.77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2,240,883,796.63元。发行费

用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审计验资费用、律师费用、发行手续费、信息披露费等

费用。 

10、发行后每股净资产：2.59元/股（按照2018年3月31日未经审计的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计算） 

11、发行后每股收益：0.09元/股（在2017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基础上按本次配股后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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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成功后所配售股份的上市 

本次发行成功后，所配售的股份上市日期将于本次配股发行结束、刊登《陕

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后由深圳证券

交易所安排上市。 

三、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的条件 

（一）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上市条件 

1、陕国投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本次配股新增发股份上市的申请； 

2、本次配股新增股份上市已聘请中信建投证券作为保荐机构； 

3、本次配股发行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479号文核

准，并于2018年7月25日完成；  

4、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股本总额为3,964,012,846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3,666,796,319股，本次配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5、公司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6、公司目前从事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7、公司已按规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了相关上市申请文件； 

8、公司不存在其股票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的情形。 

（二）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1、陕国投已按有关规定，编制并披露了本次配股发行的相关公告； 

2、陕国投已就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事宜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如下文

件： 

（1）上市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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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股完成后经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3）已与中信建投签订了《保荐与承销协议书》以及补充协议，中信建投

也出具了上市保荐书； 

（4）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变动的报告； 

（5）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本次配股新增股票的登

记托管出具了书面确认文件； 

（6）股份变动及配股上市公告。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本次配股新增

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配股发行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

建投愿意推荐陕国投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四、保荐人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

形的说明 

经核查，保荐机构保证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一）保荐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

计超过百分之七的情形； 

（二）发行人持有、控制保荐人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的情形； 

（三）保荐人与发行人之间存在需披露的关联关系； 

（四）保荐人及负责本次保荐工作的保荐代表人通过本次保荐业务谋取任何

不正当利益； 

（五）负责本次保荐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以任何名义或者方式持有发

行人的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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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作出如下承诺：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

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的意

见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

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

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三）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规定，

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发行人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的要求，本保荐机构对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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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次配股上市后持续督导工作的具体安排如下： 

（一）持续督导事项：在证券上市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1个完整会计年度

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具体如下：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方违

规占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

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内控制度：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协助发行人制订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等规定执行，对重

大的关联交易本保荐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

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定

期跟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督导发行人遵守

《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要约定：提

醒并督导发行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以及

《保荐协议》的约定，及时通报信息；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规

定，对发行人违法违规的事项发表公开声明。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对中介机构出具

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出解释或出具依据。 

（四）其他安排：保荐机构可根据《保荐与承销协议书》和补充协议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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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等安排，调整保荐期间的相关督导工作事项及安排。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陈龙飞、蔡玉洁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三层 

电话：010-85156316 

传真：010-65185227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配售的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条件。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保荐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

公司本次配股新增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的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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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配股股票上市保荐书》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陈龙飞                蔡玉洁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                      

刘乃生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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