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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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

债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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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出具

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国盛证券”）编制。国盛证券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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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国盛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国盛证券书面许

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

不作为，国盛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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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业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23号文核准公开发行，

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

二、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和代码：本期债券简称：11洪水业，本期债券代码：

122139。

发行规模：人民币 5亿元。

债券期限：本期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5年。

债券利率：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为 5.88%，在债

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证

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

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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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付息款项自付

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起息日：2012年 5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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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日：2013年至 2017年每年的 5月 2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 2017年 5月 2日。

担保方式：本期公司债券由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券受托管理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拟用于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

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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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及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西洪城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灌婴路 98号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灌婴路 99号

法定代表人：李钢

成立日期：2001年 1月 22日

注册资本：柒亿捌仟玖佰伍拾玖万叁仟陆佰贰拾伍元整

实缴资本：柒亿捌仟玖佰伍拾玖万叁仟陆佰贰拾伍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723915976N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5月 20日 原董事会秘书付方俊（现

已离职）

2016年 5月 24日至 2016年 7月 28日 董事长李钢代行

2016年 7月 29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 董事会秘书蔡翘

经营范围：自来水、水表、给排水设备、节水设备、仪器仪表、

环保设备的生产、销售、给排水设施的安装、修理：给排水工程设计、

安装、技术咨询及培训、软件应用服务、水质检测、水表计量检测、

电子计量器具的研制及销售、城市污水处理、信息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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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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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2016年，公司供水销售总量 31,386万立方米，实现收入 58,866.84

万元，同比增长 3.44%；污水处理总量 57,472 万立方米，实现收入

55,190.80万元，同比增长-0.83%；工程业务收入 87,129.11万元，同

比增长-7.48%。燃气销售总量 26,608万立方米，实现收入 95,648.04

万元，同比增长 11.94%。

三、发行人 2016 年财务状况

发行人 2016年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报告已经大信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7,748,810,553.56 6,947,149,389.21

负债合计 4,361,294,596.67 4,174,886,713.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081,783,843.63 2,426,734,265.77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87,515,956.89 2,772,262,675.37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3,091,211,667.26 3,090,354,433.94

营业成本 2,335,092,950.24 2,318,293,673.93

营业利润 295,788,010.83 347,543,402.12

利润总额 384,884,838.34 379,044,496.46

净利润 290,486,544.09 299,477,929.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32,374,734.89 256,509,98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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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3,310,482.59 747,932,690.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6,858,092.07 -414,781,148.3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1,987,932.30 -204,610,846.43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58,440,322.82 128,540,69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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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23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2年 5月

2日公开发行了本期债券，本期债券合计发行 50,000万元。本期债券

扣除发行费用之后募集资金净额已汇入发行人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

（开户行：北京银行南昌分行，账号：42105001900120102022814）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

对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为：偿还银行贷款和补充公司流

动资金。根据发行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截至本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签署

日，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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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由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无条件不

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是经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

成立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赣府字[2002]60

号）批复同意设立的国有独资性质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由南昌市人

民政府授权，管理运营原南昌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所属国有企业资产

及股权，承担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责任。

截至 2016年末，南昌市政公用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计

8,115,994.44万元，负债合计 5,124,480.85 万元，股东权益（含少数

股东权益）2,991,513.59 万元。2016 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2,101,138.55万元，净利润（含少数股东损益）87,080.33万元（上述

数据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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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6年度，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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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2年 5月 2日正式起息。2013年度至 2016年度，

发行人按期支付本期债券存续期内第一至第四年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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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本期债券的跟踪评级情况

发行人已委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期债券跟踪评

级机构，并于 2016年 6月 27日出具了跟踪评级报告，该评级报告决

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评级

展望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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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变动情况

报告期，发行人董事会秘书发生变动，原董事会秘书付方俊（现

已离职）任职至 2016年 5月 20日止，2016年 5月 24日至 2016年 7

月 28日由董事长李钢代行，2016年 7月 29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

由董事会秘书蔡翘任职；证券事务代表于 2016年 9月 29日发生变动，

由杨涛变更为刘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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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本期债券的其他事项

2016年，发行人不存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声誉、业

务活动、未来前景等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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