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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交运”，“发行人”或“公司”）

对外公布的《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

露文件、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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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所作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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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

安不承担任何责任。 



 

 

第一章  本期债券概要 

一、债券名称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二、核准文件和核准规模 

本期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1201 号文件核准

公开发行，核准规模为债券面值不超过人民币 8 亿元。 

三、债券简称及代码 

12 沪交运、122205。 

四、发行主体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发行规模 

8 亿元人民币。 

六、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 

七、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不采用分期发行方式。 

八、债券形式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九、债券年利率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05%。 

十、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11 月 16 日；如投资者行使

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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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7 年 11 月 16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

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5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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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付息、兑付方式 

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

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十二、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上海交运（集团）公司为本次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十三、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 

十四、债券受托管理人 

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SHANGHAIJIAOYUNGROUPCO.,LTD 

法定代表人：蒋曙杰 

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交运股份 

股票代码：600676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28,492,944 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曹路工业园区民冬路 239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恒丰路 288 号 

邮政编码：200070 

联系电话：021-63172168 

传真：021-63173388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34143114 

互联网网址：http://www.jygf.cn 

电子邮箱：jygf@sh163.net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汽车货物运输装卸，公路省（市）际旅客

运输，二类货运代理，汽车修理，汽车机械配件制造、销售，工程机械及专用汽

车制造、销售，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仓储，钢材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2016年是公司“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公司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公司

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握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坚持“稳增长、调结

构、强内涵、促共享”的工作基调，围绕“主业发展转型升级，改革调整持续深化，

产业结构平衡协调，员工保障改善提升”的工作重点，实现了公司“十三五”发展稳

健开局。公司名列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第295位、上海企业100强第65位、上

海服务业企业100强第38位。  

公司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专注主业做大做强做精，拓展产业链，提升价

值链，保持稳定、持续、良好的发展态势。  

（一）道路货运与物流服务方面：公司是全国道路货物运输一级企业，拥有

货运车辆3000余辆、各类装卸搬运设备30余台，拥有各类仓库18万平方米,与国

内外各类专业物流企业开展紧密合作，物流运作网络覆盖全国260多个城市,运输

能力和运营范围基本实现全国通达无障碍。公司持续推进与大集团、大客户、大

企业联手发展战略，进一步优化了道路货运与物流业务结构,大力发展冷链物流、

医药物流、城市配送、汽车物流、贸易物流等新兴重点物流业态。  

（二）道路客运与旅游服务方面：公司是全国道路旅客运输一级企业，拥有

各类中高档大客车600余辆，核准长途客运线路500余条，线路辐射16个省市。

形成以上海长途客运东站、上海长途客运西站、上海长途客运南站和上海长途客

运北站为中心向四周延伸的客运站点网。长途客运车辆逐步向节能型、智能型、

豪华舒适型发展，不断满足乘客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出行需求。  

（三）乘用车销售与汽车后服务方面：公司是汽车维修行业一类企业，拥有

奥迪、沃尔沃、一汽大众等知名品牌4S服务店，以及专业汽车修理厂、维修网

点，形成了具有汽车销售、车饰、维修、保养技术咨询、汽车俱乐部、培训服务、

质量检测、汽车配件零售批发功能的专业化、特色化的经营网络，是上海地区著

名的以乘用车销售和汽车维修为主的汽车后服务经销商。  

（四）汽车零部件制造与销售服务方面：公司拥有二十多年的汽车零部件开

发和制造经验，是国内最早参与轿车零部件本地化生产的企业；拥有上海地区中

山南二路、金桥、川沙、白鹤、安亭和山东烟台、辽宁沈阳、湖北武汉、湖南长

沙等生产基地；拥有众多技术性能先进的制造设备，专业从事汽车动力总成关键

部件、车身及车身附件总成、汽车座椅骨架、汽车座椅调角器和高速列车座椅骨



架的制造和研发，在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力，为上海通用、上海大众、一汽大众

等国内外知名品牌汽车制造商提供专业配套服务。 

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情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流动资产合计 5,265,888,662.83 3,585,657,935.22 46.86% 

非流动资产合计 3,850,448,509.34 3,769,871,543.55 2.14% 

资产总计 9,116,337,172.17 7,355,529,478.77 23.94% 

流动负债合计 2,974,501,449.99 1,933,123,100.44 53.87% 

非流动负债合计 382,199,070.75 1,279,595,725.41 -70.13% 

负债合计 3,356,700,520.74 3,212,718,825.85 4.4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324,164,052.71 3,711,333,483.15 43.46% 

少数股东权益 435,472,598.72 431,477,169.77 0.93% 

所有者权益合计 5,759,636,651.43 4,142,810,652.92 39.0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8,464,823,382.61 8,210,929,560.30 3.09% 

营业利润 372,139,400.67 407,132,826.46 -8.60% 

利润总额 453,316,243.86 499,112,928.48 -9.18% 

净利润 354,515,229.19 393,859,356.73 -9.9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7,670,366.16 341,851,211.28 -10.0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167,144.02 687,200,109.79 -17.9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594,508.07 -248,468,250.34 -59.2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24,627,236.96 -370,890,549.88 403.22% 

 



第三章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国泰君安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履行

受托管理职责。2016 年 6 月，国泰君安出具了《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 年度）》，上述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已于上

交所网站予以披露。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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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核准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2】1201 号）核准，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2 年 11 月 20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 8 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

期限为 5 年，第 3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债

券票面利率为 5.05%，募集资金净额 79,370 万元。此次募集资金经上海上会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验，并出具《验证报告》（上会师报字（2012）第 2255

号）。公司发行的公司债券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于 2012 年 12 月 7 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证券简称“12 沪交运”，证券代码“122205”。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根据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资金需求情况，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 6 亿元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剩

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调整并优化公司负债结构。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借款人 借款银行 借款金额（万元） 使用募集资金还款金

额（万元）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浦发银行宝山支行 11,500 11,500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四平支行 20,000 20,000 

6,500 6,500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上海分行 5,000 5,000 

5,000 4,000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建行第四支行 10,000 10,000 

上海交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杨浦支行 3,000 3,000 

 合计 61,000 60,000 

剩余募集资金全部补充流动资金，发行人主要用于支付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

相关日常运营费用等。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第五章  本期债券担保人情况 

本次债券由上海交运（集团）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担保范围包括本次债券本金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 

一、担保人概况 

公司名称：上海交运（集团）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3,993.3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蒋曙杰 

住所：上海市恒丰路 258 号二楼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63849G 

成立时间：1996 年 4 月 2 日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授权范围内的资产经营管理，水陆交通运输，实业投资，

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产权经纪。 

交运集团系 1996 年 4 月经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以沪委发[1996]19 号文批准，

由原上海市交通运输局改制而成的国有独资大型交通运输企业集团。交运集团主

营业务分为运输与物流服务、汽车零部件制造与汽车后服务、水上旅游服务三大

主营板块，以及客房、餐饮、内河工程船舶修造等其他业务。 

二、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交运集团最近一年合并报表口径的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如下： 

项  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万元） 1,303,977.3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万元） 356,677.87  

资产负债率（合并） 40.75% 

流动比率 2.32 

速动比率 2.02 

项  目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903,091.70  

利润总额（万元） 49,629.96  

净利润（万元） 37,472.80  

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 3.18% 

上述财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期末净资产（不含少数股东权益） 

三、担保人资信情况 

交运集团成立于 1996 年，注册资本为 14.40 亿元。交运集团主营业务分为

运输与物流服务、汽车零部件制造与汽车后服务、水上旅游服务三大主营板块，

以及客房、餐饮、内河工程船舶修造等其他业务。交运集团主要经营实体为上市

公司交运股份及上海市客运轮船有限公司、上海市轮渡有限公司、上海金水湾大

酒店有限公司等。 

截至 2016 年末，交运集团总资产规模为 130.40 亿元，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90.31 亿元，经营性现金净流入 7.42 亿元。交运集团总体杠杆经营水平不高，

资产负债率水平较为合理，2016 年末资产负债率为 40.75%，货币资金存量较

为充足，截至 2016 年末交运集团货币资金为 45.14 亿元。除上市公司资产外，

交运集团仍拥有充裕的货币资金和其他优质资产，且交运集团的客运和轮渡运

输、物业租赁等业务也能贡献一定规模的收入和现金流。整体来看，交运集团偿

债能力强，交运集团的担保能为本期公司债券偿付提供一定的保障作用。 

 

 

 

 

 

 

 



第六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2016 年度内，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七章  本期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正式起息，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11

月 16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发行人按约定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发布了《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016 年付息

公告》，并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足额支付了“12沪交运”债券自 2015 年 11 月

16 日至 2016 年 11 月 15 日期间的利息。 

 

 

 

 

 

 

 

 

 

 

 

 

 

 

 

 

 

 

 

 

 

 

 

 

 



第八章  本期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2016 年 5 月，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在对公司经营状况进

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

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评级报告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维持公司发行

的“12沪交运”债项信用等级为 AA+，维持评级展望为稳定。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预计将在 2017 年 5 月出具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

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每年将

至少出具一次正式的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第九章  本期债券存续期内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经营外部条件等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未发现发行人经营方针、经营范围或生产

经营外部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 

二、债券信用评级是否发生变化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新世纪跟踪【2016】

100139 号债券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

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预计将在 2017

年 5 月出具本次债券的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三、发行人主要资产是否被查封、扣押、冻结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发生主要资产被

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 

四、发行人是否发生未能清偿到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发生未能清偿到

期债务的违约情况。 

五、发行人当年是否累计新增借款或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

之二十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累计新增借款或

对外提供担保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二十。 

六、发行人是否放弃债权或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并经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出现放弃债权或

财产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百分之十之情况。 

七、发行人是否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的重大损失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发行人未发生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百分之十

的重大损失的情形。 



八、发行人是否作出减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的决定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作出减资、合并、

分立、解散及申请破产的决定。 

九、发行人是否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未发现发行人涉及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或者受到重大行政处罚。 

十、发行人情况是否发生重大变化导致可能不符合公司债券上市条件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情况未发生重大变

化。 

  十一、发行人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经查阅发行人 2016 年年度报告以及发行人确认，发行人未出现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调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采取

强制措施的情况。 



第十章  其他事项 

一、担保情况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

司的担保） 
0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不包括对子

公司的担保） 
0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对子公司担保发生额合计 57,35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39,828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39,828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7.48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等事项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交运股份未出现可能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诉讼、仲裁和

行政处罚等重大事件，也未发生任何《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中所述的违约事件或潜在的违约事件。 

三、相关当事人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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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备查文件及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债券募集说明书； 

2、发行公告； 

3、发行人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4、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5、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6、担保人出具的担保函； 

7、担保合同； 

8、2012 年上海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二、联系方式 

联系人：支洁 唐为杰 

电话：021-38676666 

传真：021-3867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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