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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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

托管理协议”）、《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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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由本期债券受托

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编制。平安证券对本报

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

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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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平安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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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债券概况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50 号）核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69,100 万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二、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发行主体：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艾华转债 

债券代码：113504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总规模人民币 6.91 亿元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按面值发行，每张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 

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 6 年，即自

2018 年 3 月 2 日至 2024 年 3 月 1 日。 

票面利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第一年为 0.30%，第二年为

0.50%，第三年为 1.00%，第四年为 1.50%，第五年为 1.80%，第六年为 2.00%。 

还付本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

到期归还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

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

债发行首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

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

（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

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4）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承担。 

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依据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36.59 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

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收盘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

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

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使公司股

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

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 为调整后转股价，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A

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

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

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

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

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

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转股价格的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条件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8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

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

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

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互联网网站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

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

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

106%（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

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1）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

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2）当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 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计算。 

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

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的 70%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若在

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

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

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调整

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

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

新计算。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

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

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可转换公司

债券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



 

 

 

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

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价格回售给公司。持有人在

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后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附

加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

数（算头不算尾）。 

担保事项：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三、债券评级情况 

公司聘请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进行信用

评级，根据评级结果，评定发行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可转债债项信用等级

为 AA。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每年将进行跟

踪评级。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终止证券市场评级业务，原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

级有限责任公司承继。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出具本期债券跟踪

评级报告（2020），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湖

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第二节 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平安证券作为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债券

受托管理人，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募集说明书》及

《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了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各项职责。存续期内，

平安证券对公司及本期债券情况进行持续跟踪和监督，密切关注公司的经营情况、

财务情况、资信状况，以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等，监督公司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情况，切实维护债券持有人利益。平安证券采取的核

查措施主要包括： 

1、查阅发行人公开披露的定期报告； 

2、收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银行对账单等工作底稿； 

3、不定期查阅发行人重大事项的会议资料； 

4、对发行人进行现场检查； 

5、对发行人相关人员进行电话/现场访谈； 

6、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 

  



 

 

 

第三节 发行人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UNAN AIHUA GROUP CO.,LTD 

股票上市地：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艾华集团 

股票代码：603989 

法定代表人：艾立华 

董事会秘书：艾燕 

成立时间：1993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益阳市桃花仑东路（紫竹路南侧） 

办公地址：益阳市桃花仑东路龙岭工业园 

邮政编码：413000 

电话号码：0737-6183891 

传真号码：0737-4688205 

互联网地址：www.aihuaglobal.com 

电子信箱：aihua@aihuaglobal.com 

经营范围：铝电解电容器、铝箔的生产与销售；生产电容器的设备制造；对

外投资。 

二、发行人 2020 年度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 

2020 年，新冠疫情重创全球经济，贸易摩擦进一步冲击全球产业链格局，

国内外经济面临着较大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全球疫情带动全球医疗与宅家经济相

关应用产品（网络通信、笔记本电脑、服务器等）需求快速增长，并转移到中国



 

 

 

制造端。生产要素的配置上，行业开始更关注效率、效益和成本，中国制造业的

集群效应和管理优势逐步凸显。同时，“国产替代、国产创新”的需求愈加迫切，

再加上国家新基建政策的引导，5G 设备、数据中心等建设加速，公司面对的是

链接新兴市场的机遇，和打造差异化创新的挑战。公司管理层围绕战略规划，在

守好抗疫防线的前提下，快速实现复工复产，积极部署和落实业绩和管理持续改

善工作，以精益管理为抓手，不断提升品质和品牌信任度，稳步推进年初制定的

经营计划，推动主营业务稳健发展。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1,660.32 万元，同比增长 11.63%；营业成

本 170,091.56 万元，同比上升 13.10%；实现净利润 38,318.17 万元，同比增长

13.8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8,058.06 万元，同比增长 12.71%。 

发行人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20 年度 

2019.12.31/ 

2019 年度 
同比增减 

总资产 434,910.83 382,672.23 1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65,784.57 228,535.95 16.30% 

营业收入 251,660.32 225,438.97 11.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8,058.06 33,765.05 12.71% 

扣非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909.81 28,436.43 12.2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361.11 15,588.77 69.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97 0.87 11.4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97 0.86 12.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57 15.59 -0.02% 

扣非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6 13.13 -0.07% 

 

  



 

 

 

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湖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2350 号）核准，公司于 2018 年 3 月

2日向社会公开发行 6,91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00元/张，

募集资金总额 691,000,000.00 元人民币，期限为 6 年，扣除发行费用 13,930,283.02

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677,069,716.98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8 年 3 月 8

日全部到位，公司已按要求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

金的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对公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18]8274 号）。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1 引线式铝电解电容器升级及扩产项目 44,843.17 30,600.00 

2 牛角式铝电解电容器扩产项目 17,060.90 8,806.97 

3 叠层片式固态铝电解电容器生产项目 19,440.97 10,800.00 

4 新疆中高压化成箔生产线扩产项目 30,684.81 17,500.00 

合计 112,029.85 67,706.97 

二、本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2020 年度，公司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20,286,486.14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491,617,018.68 元。2020 年度，公司募集资

金专户取得利息收入 191,673.87 元，取得理财收益 10,178,310.81 元，支付银行

手续费及账户管理费 5,338.15 元；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专户累计

取得理财及利息收入 38,953,558.91 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及账户管理费

18,952.54 元。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9,387,304.81 元，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余额为 215,000,000.00 元，合计余额为

224,387,304.81 元。 

  



 

 

 

第五节 本次债券担保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应当提供担保，但最近一期末经审计的净资产不低于人民币十五亿元的公司

除外。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78,165.78 万元；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未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为 176,568.20 万元，符合不设担保的条件。因此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设定担保，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第六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20 年度内，发行人未发生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第七节 本次债券付息情况 

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

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

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

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

年度的利息。 

发行人于 2021 年 3 月 2 日开始支付自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2021 年 3 月 1 日

期间的利息。本次付息为公司可转债第三年付息，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1.00%（含

税），即每张面值 100 元人民币可转债兑息金额为 1.00 元人民币（含税）。本次

付息 5,585,370.00 元。 

  



 

 

 

第八节 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情况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 6 日出具本期债券跟踪

评级报告（2020），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湖

南艾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第九节 其他情况 

一、是否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 3.8 条约定的重大事项 

“如甲方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按本期可转债登记托管机构的相关规定以

本协议第十四条规定的方式通知乙方： 

（1）甲方已经按照《募集说明书》、本协议以及甲方与本期可转债登记托管

机构的约定将到期的本期可转债利息和/或本金足额划入本期可转债登记托管机

构指定的账户； 

（2）甲方未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本期可转债的利息

和/或本金或延期后仍未能足额支付本期可转债的利息和/或本金； 

（3）甲方预计不能按照《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按时、足额支付本期可转债

的利息和/或本金； 

（4）甲方发生或者预计将发生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10%以上

的重大损失； 

（5）甲方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解散或进入破产程序以及其他主体变更

情形； 

（6）甲方发生标的金额超过前一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10%以上的重大

仲裁或诉讼； 

（7）本期可转债被暂停交易； 

（8）甲方知晓担保人（如有）或担保物（如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9）其他可能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 

（10）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020 年度，发行人未发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第 3.8 条列明的除还本付息

以外的重大事项。 

二、转股价格调整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 36.59 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 21.13 元

/股。 

1、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实施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

案，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36.59 元/股调整为 27.53 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于 2018 年 6 月 21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053）。 

2、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2018 年 8 月 13 日，公司向下修正

了“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艾华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27.53 元/股调整为 21.73 元

/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8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向下修正“艾华转

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3、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实施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

价格由 21.73 元/股调整为 21.43 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4、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实施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艾华转债的转股

价格由 21.43 元/股调整为 21.13 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披露的《关于利润分配调整艾华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5）。 

三、相关当事人的变动情况 

2020 年度，公司本期债券资信评级机构发生变动，具体情况如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起终止证券市场评级业务，原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由中诚信国际信用评

级有限责任公司承继。 

 

 

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