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9 年度受托管理人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 

 

 

 

 

 

二〇二〇年六月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9年度受托管理人事务报告 

声  明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编制本报

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所提供的 2018 年度审计报告、2019

年度审计报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昌

交运”、“发行人”或“公司”）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

出具的专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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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东方投行所作的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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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备案文件和备案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9 年 3 月 15 日出具的《关于核

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91 号”）核准，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获批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8 亿元的

公司债券。 

三、本期债券的主要条款 

债券简称：19 宜运 01 

发行规模：2 亿元 

债券期限：5 年，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票面利息：5.20% 

发行方式：公开发行 

监管银行：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白龙港支行、武汉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自贸区支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江海路支行 

增信措施：无 

信用级别：主体 AA，债项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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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的经营与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旅客运输、旅游服务、汽车销售及售后服务、

商贸物流和土地一级开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

420,924.61 万元，负债总额 188,108.91 万元，所有者权益 232,815.70

万元，资产负债率 44.69%。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221,286.65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 11,509.46 万元。 

二、发行人财务情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末 2018 年末 增减幅度 

流动资产合计 203,970.70 207,891.05 -1.89%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6,953.91 180,814.63 19.99% 

资产总计 420,924.61 388,705.67 8.29% 

流动负债合计 100,995.33 129,352.89 -21.92% 

非流动负债合计 87,113.59 37,121.07 134.67% 

负债合计 188,108.91 166,473.95 13.00% 

股东权益合计 232,815.70 222,231.72 4.76%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12 月  2018 年 1-12 月  增减幅度 

营业收入 221,286.65 201,873.13 9.62% 

营业成本 209,512.66 194,156.53 7.91% 

营业利润 16,442.98 14,354.26 14.55% 

营业外收入 189.37 420.47 -54.96% 

利润总额 16,506.23 14,380.10 14.79%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11,509.46 9,829.51 17.09%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 1-12 月  2018 年 1-12 月  增减幅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92.27 -6,025.62 19.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60.44 -37,898.81 -97.7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37.45 18,104.97 -81.5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715.26 -25,819.47 -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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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证监许可﹝2019﹞391 号文备案，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

公开发行人民币 20,000.00 万元的公司债券，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全部

募集资金已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划入发行人在湖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白龙岗支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自贸区支行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江海路支行开立的债券募集资金专

用账户。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19 宜运 01”募集说明书，本期债券发行所募集资金     

20,000.00 万元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

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关于募集资金用途的约定使用，未出现变更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严格按照募集说明书关于募

集资金用途的约定使用，未出现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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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19 宜运 01（证券代码：112977.SZ）尚未到付息日，下一付息日

为 2020 年 9 月 26 日。 

19 宜运 01（证券代码：112977.SZ）的本金兑付日为 2024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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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22 年 9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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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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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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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与本期债券增信相关的主体或者实体 

发生的重大变化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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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根据本期债券跟踪评级安排，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对发行人开展定期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定期跟

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不定期跟踪评级由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

公司认为发行人发生可能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以及发行人

的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时启动。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出具信用评级报告《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报告》（中

鹏信评﹝2019﹞第 Z﹝328﹞号 01），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

展望为稳定，19 宜运 01 跟踪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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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报告期内发生的重大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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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无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情况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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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

动情况 

截至 2019 年末，发行人未发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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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无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情况的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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