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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

容及信息均来源于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钢铁”、“发

行人”或“公司”）对外公布的《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

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

招商证券对报告中所包含的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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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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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应对相关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

为招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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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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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1、债券名称：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20 亿元人民币。 

3、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为 7 年期债券，同时附加发行人

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4、债券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为 6.20%，债券存续期前五

年固定不变。 

5、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期公司债券按年付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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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债券持

有人在第 5 年末行使回售权，所回售债券第 5 年的利息在投资者回售

支付日一起支付。 

6、发行首日或起息日：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

行首日，即 2010 年 12 月 9 日。 

7、付息日：公司债券的利息自发行之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11

年至 2017 年间每年的 12 月 9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8、本金兑付日：2017 年 12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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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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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流动资金。 

11、债券担保情况：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

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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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4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是经国务院国家体改委体改生字[1997]127 号文批准，由

重钢集团作为唯一发起人于 1997 年发起设立。发行人于 1997 年 8 月

11 日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成立。 

根据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关于同意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委发[1997]55 号）及原国家体改委《关

于同意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公司并上市的批复》（体

改生[1997]132 号），发行人于 1997 年 10 月在香港发行境外上市外

资股（H 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7]23 号），发行人于

2007 年 2 月 6 日向境内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5,000 万股，

并于 2007 年 2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人经营范围包括：生产、加工和销售板材、型材、线材、钢

坯及焦碳煤化工制品、自来水、资源综合利用发电、生铁及水渣、钢

渣、废铁。其主要钢铁产品包括：中厚板、型材、线材、冷轧薄板及

商品钢坯五大类。 

二、发行人 2014 年经营情况 

2014 年，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和 2013 年的严重亏损，以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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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管理成本高企，致使生产经营雪上加霜的险恶境况，钢铁股份

公司全体职工团结一心，迎难而上，以“一夫当关”的勇气和谋略，

“万夫莫开”的实力和坚持，千方百计做好系统降本及挖潜增效等各

项工作，铁水成本、炼钢工序成本控制取得历史性突破，铁水成本较

年初降 588 元/吨，降幅达 22.62%，炼钢工序成本较年初降 138 元/

吨，降幅达 20.29%。 

2014年，集团共生产焦炭217.96万吨、生铁 443.35万吨、钢 434.01

万吨、钢材（坯）412.07 万吨。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123.82 亿元。

2014 年，集团净利润为人民币 51,431 千元，较上年净利润人民币

-2,499,318 千元降低了人民币 2,550,749 千元。 

单位：千元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 

钢铁行业 12,115,066 12,588,951 -3.91 -30.47 -29.21 -1.85 

电子服务业 32,877 22,037 32.97 -26.91 -38.70 12.90 

运输服务业 57,079 49,543 13.20 17.21 25.33 -5.63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

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

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

比上年

增减

（%） 

钢材坯 11,230,402 11,903,962 -6.00 -31.60 -29.98 -2.46 

副产品 884,664 684,989 22.57 -11.94 -12.59 0.58 

电子工程设

计安装 
32,877 22,037 32.97 -26.91 -38.70 12.90 

运输 57,079 49,543 13.20 17.21 25.33 -5.63 

三、发行人 2014 年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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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14 年度财务报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资产 471.52 亿元，较 2013 年末减少了 1.86%。2014 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122.45 亿元，利润总额 0.55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0.51 亿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0.012 元，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 0.52%。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单位：千元）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计 47,152,433 48,045,977 -1.86% 

负债合计 37,159,307 38,109,674 -3.68% 

股东权益合计 9,993,126 9,936,303 0.5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973,914 9,917,303 0.57%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单位：千元）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2,245,057 17,563,446 -30.28% 

营业利润 -2,843,310 -2,499,971 13.73% 

利润总额 54,540 -2,495,891 -10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431 -2,499,081 -102.06% 

3、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单位：千元）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96,783 1,955,331 43.0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59,477 -2,084,766 -25.2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11,908 -2,745,336 -41.2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72,913 -2,875,503 -8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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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689 号文批

准，于 2010 年 12 月 9 日至 2017 年 12 月 11 日公开发行了人民币 20

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扣除承销费用后的净募 

集款项共计 1,960,000,000 元，已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汇入指定

的银行账户。发行人聘请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7 日对此出具了编号为中瑞岳华验字【2010】第 327 号的验

资报告。 

根据发行人 2010年 12月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

内容，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约 20 亿元，其中债券所募集资金

的 15 亿元拟用于偿还商业银行贷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 

二、 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签署日，公司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

毕。从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来看，公司没有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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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由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

庆渝富”或“担保人”)提供全额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是重庆市政府打造的集金融创

新与资产管理于一体的资本运作平台，是重庆地区集银行、证券、信

托、担保、租赁为一体的地方金融控股集团公司。其注册资本为

1,020,490,400 元，公司法定代表人为何智亚，公司注册地为四川新

津工业园区 A 区希望路 857 号。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市政府授权范围

内的资产收购、处置及相关产业投资，投资咨询，财务顾问，企业重

组兼并顾问及代理，企业和资产托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取得前置

审批的，在未取得审批前不得经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重庆市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担保人合并报表总资产为 47,152,433

千元，所有者权益为 9,993,126 千元；2013 年度，担保人（合并口径）

实现营业总收 3,127,079,746.00元。2014年度内，担保方重庆渝富 2014

年收入呈现快速增长，资产规模大幅扩张，综合实力很强，对本次公

司债券的担保能力很强，信用状况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重庆渝富的

担保可为本期债券的到期偿付提供较为有力的外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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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未出现需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之事项，故未召开债券持

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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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即 2010

年 12 月 9 日。公司债券的利息自发行之日起每年支付一次，2011 年

至 2017 年间每年的 12 月 9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的付息日（遇节假日顺

延）。 

2014 年度，发行人已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按约定足额、及时地

支付了“10 重钢债”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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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 2014 年年度报告，2014 年度内，发行人

的证券事务代表为彭国菊，未发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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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4 年度内，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完成了对本期债券的跟

踪评级。经中诚信证评信用评级委员会最后审定，发行人本次跟踪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稳定；本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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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2014 年度内，发行人为三峰靖江港务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

保，上述担保事项均经发行人董事会表决通过（其中部分担保事项经

股东大会批准），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该等担保由靖江物流公司

的其他股东按其比例对本公司提供了反担保。报告期末，发行人对其

的担保余额为 8.52 亿元。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本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担保人和资信评级机构

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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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2014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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