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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

息均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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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对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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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所作的承诺或声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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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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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本次债券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QI FOTON MOTOR CO., LTD. 

二、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本次公司债券业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094号文件核

准公开发行，公司获准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5年3月31日至4月1日，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福田汽车”）成功发行10亿元2014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14福田债”、

“本次债券”）。 

三、本次债券主要条款 

1、发行主体：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 

3、发行规模：人民币10亿元。 

4、票面金额：人民币100元。 

5、发行价格：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5年。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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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登记

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登记托管。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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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

票面利率为5.10%。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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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债券登

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

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0、起息日：2015年3月31日。 



 

3 

11、付息日：2016年至2020年间每年的3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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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

计利息）。 

12、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3月3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3、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按登记机构相关规定处理。在利息

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

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4、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

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券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

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6、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

等级为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期

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17、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18、登记、托管、委托债券兑付、兑息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公司上海分公司”） 

19、保荐机构、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1、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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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IQI FOTON MOTOR CO., LTD. 

成立时间：1996年8月28日 

上市日期：1998年6月2日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福田汽车 

股票代码：600166 

法定代表人：徐和谊 

董事会秘书：龚敏 

注册资本：667,013.13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沙阳路老牛湾村北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制造汽车（不含小轿车）、农用车、农用机械、摩托车、拖

拉机及配件、自行车、建筑材料、模具、冲压件、发动机、塑料机械、塑料制品、

板材构件、机械电器设备；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普通货物运输；销售Ⅲ类、Ⅱ

类：医用电子仪器设备，手术室、急救室、诊疗室设备及器具，Ⅲ类：体外循环

及血液处理设备，Ⅱ类：医用X射线设备，临床检验分析仪器，医用超声仪器及

有关设备（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11月25日）。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农用车、农用机械、摩

托车、拖拉机及配件、自行车、建筑材料、模具、冲压件、发动机、塑料机械、

塑料制品、板材构件、机械电器设备；销售钢材、木材、五金交电、钢结构及网

架工程施工；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室内外装

饰装潢；经营本企业和成员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出口业务；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

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营

销策划、营销咨询、产品推广服务；仓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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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沿革： 

1、1996年公司设立 

福田汽车系经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京政办函（1996）65号文批准，由北汽

摩、常柴集团有限公司、武进柴油机厂等100家法人单位共同发起，于1996年8

月28日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4,412万元。 

福田汽车设立时，北汽摩以实物资产出资，评估值9,252万元；常柴集团有

限公司以现金出资1,500万元；武进柴油机厂以现金、实物出资，评估值750万元；

山东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以实物资产出资，评估值500万元；安徽省全椒柴油机

总厂以实物出资，评估值100万元；其他95家发起人均以现金出资，共计2,310万

元。北京市信与诚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出资进行审验确认，并出具验字（96）第

038号《开业登记验资报告书》，各方出资均足额到位。 

2、1998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8）102号和证监发字（1998）103号文批准，福

田汽车于1998年5月11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以网上定价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

公开福田汽车民币普通股5,000万股（含向公司职工配售的500万股），每股发行

价格6.46元。1998年6月2日福田汽车股票获准在上交所上市交易，流通交易量

4,500万股；1998年12月2日向福田汽车职工配售的500万股获准上市流通。发行

完成后，福田汽车总股本19,412.00万股。 

首次公开发行后，福田汽车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股 

股东类别 股份数量 股权比例 

一、发起人股 14,412.00 74.24% 

其中：内资法人股 14,412.00 74.24% 

外资法人股 - - 

二、公司职工股 500.00 2.58% 

三、已流通社会公众股 4,500.00 23.18% 

合  计 19,412.00 100.00% 

2007年10月18日，北汽控股与北汽摩签署《关于无偿划转公司股份的协议

书》，决定将北汽摩持有的全部福田汽车股份无偿划转给北汽控股。此项划转已

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股份划转完成后北汽控股成为福田汽

车控股股东。2008年1月1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北汽控股成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北汽摩不再是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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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股东。 

3、1999年送转股 

经199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福田汽车于1999年10月以总股本

19,412.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送2股转增1股的比例送转。通过送转

股，福田汽车总股本达到25,235.60万股。 

4、2000年配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0）90号文批准，福田汽车于2000年9月以总

股本25,235.6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配售2,811万股，配股价为10.00元/股。配

股后福田汽车总股本达到28,046.60万股。 

5、2003年配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14号文批准，福田汽车于2003年3月以总

股本28,046.60万股为基数，按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由于

福田汽车原控股股东北汽摩和其余发起人股东及法人股股东共计108家全额放弃

本次配股认购权，实际配售2,400万股，配股价为9.35元/股。配股后福田汽车总

股本达到30,446.60万股。 

6、2003年送转股 

经200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福田汽车于2003年10月以总股本

30,446.6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送4股转增1股的比例送转。通过送转

股，福田汽车总股本达到45,669.90万股。 

7、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 

经200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批准，福田汽车

于2006年5月26日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按照股权分置改革方案，非流通股股东为

其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执行对价安排，以公司流通股

本15,600万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方案实施日登记在册的全体流通股股东转

增股本，流通股每10股获得5.4股的转增股份。股权分置改革实施后，福田汽车

总股本达到54,093.90万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福田汽车

所有非流通股股东均做出了法定最低承诺。福田汽车原控股股东北汽摩还做出额

外承诺：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北汽摩所持有的福田汽车股份至少在36个月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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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8、2006年公积金转增股本 

经200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06年6月23日，福田汽车以总股本54,093.90

万股为基数，将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5股。转增后，福田汽车总股本

达到81,140.85万股。 

9、2008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08（509）号文批准，福田汽车向北汽控股等五家

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10,500万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福田汽车总股本达到

91,640.85万股。 

10、201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0（1150）号文批准，福田汽车向国管中心等八家

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13,842.73万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福田汽车总股本达到

105,483.58万股。 

11、2011年送股 

经201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福田汽车于2011年5月以总股本105,483.58

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送股票10股并派送现金2.8元（含税）。通过送股，福田

汽车总股本达到210,967.16万股。 

12、2012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2（209）号文批准，福田汽车向国管中心、北汽

集团等十家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70,000.00万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福田汽车总

股本达到280,967.16万股。 

13、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54）号文批准，福田汽车向七家特定投资者

发行52,539.40万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福田汽车总股本达到333,506.56万股。 

14、2016年送股并转增股本 

经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福田汽车于2016年5月以总股本333,506.56

万股为基数，每10股派送3股、转增7股并派送现金0.37元（含税）。通过送股和

转增，福田汽车总股本达到667,013.13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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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 2016 年度经营情况 

2016年福田汽车克服了经济增速放缓和商用车市场低迷的双重影响，全年实

现销售531,109辆，同比增长8.37%，继续保持中国商用车第一品牌的市场地位，

实现销售收入465.3亿元，利润总额5.2亿元。在产品结构升级、产品创新能力和

全球化战略推进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中国商用车品牌第一 

福田汽车经过20年的发展，品牌价值突破千亿，品牌形象逐渐丰富，品牌溢

价能力持续提升。2016年，世界品牌实验室在北京发布第十三届《中国500最具

价值品牌》排行榜，福田汽车品牌价值为1,005.65亿元，从2005年至今，福田汽

车已连续12年居商用车行业第一位。 

（二）产品结构调整取得成效 

随着政策法规升级，商用车向中高端调整的趋势明显，福田汽车持续加大产

品创造投入，持续加大产品结构调整力度，加快新产品投放，实现高端化和全球

化，近三年来，商用车向中高端调整的趋势明显，2016年中高端产品比重达到

64%，成效显著。 

（三）新能源汽车跨越式发展业绩显著 

2016年在国家节能减排的号召下，福田汽车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公司纯电

动和插电混合动力汽车销售6,531辆。 

（四）实施黄金价值链延伸战略 

由于战略提前布局，北京福田康明斯发动机有限公司随着自配率的大幅提

升，已经形成盈利规模，2016年福田康明斯获得高速增长，销量实现20.6万台，

同比增长20%，销售收入及利润大幅增长，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核心竞争力，

为整体盈利能力的提升作出了贡献。 

（五）乘用车发展实现初步突破 

公司在巩固商用车业务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严谨规划、稳健推进

乘用车业务发展，初步实现了新跨越。乘用车实现销量56,006辆，较去年同期上

升228.4%，行业同比上升14.9%，增幅大于行业。下一步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继

续有序拓展乘用车业务稳健发展，逐步提高乘用车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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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16 年度财务情况 

截至2016年12月31日，福田汽车资产总额5,391,346.49万元，比年初增长

26.10%；利润总额51,787.17万元，同比增加28.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56,682.83万元，同比增长39.4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891,119.35

万元，比年初增长1.99%。其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2,511,047.77   1,664,962.92 

非流动资产 2,880,298.72 2,610,333.21 

资产总额 5,391,346.49 4,275,296.13 

流动负债 3,074,940.85 2,077,910.77 

非流动负债 409,733.05 322,213.63 

负债总计 3,484,673.90 2,400,124.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891,119.35 1,854,148.45 

少数股东权益 15,553.24 21,023.28 

股东权益总计 1,906,672.59 1,875,171.74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4,653,206.95 3,399,749.24 

营业利润 -58,163.68 -85,095.95 

利润总额 51,787.17 40,148.20 

净利润 51,212.79 35,653.1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56,682.83 40,641.40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项目 2016年度 2015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178.33 49,004.4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8,084.93 -169,28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03,096.66 275,898.2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8,973.10 162,3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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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状况 

公司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15年4月1日结束，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募集资金已

于2015年4月2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期债券认购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编号为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153号的

验资报告。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债券于2015年5月20日起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挂牌交易。本期债券简称“14福田债”，证券代码“122361”。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14福田债”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将“14福田债”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6年12月31日，发行人

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未出现变更募集资金使用

项目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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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6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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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本次公司债券利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发行采取一次性发行的方式。 

本期公司债券的起息日为2015年3月31日，公司已分别于2016年3月31日和

2017年3月31日完成公司债券第一次和第二次付息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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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次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情况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委托中诚信证券评估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对本公司发行的“14福田债”进行定期跟踪

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2017年6月13日，中诚信证评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及

相关行业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7）》，评级报告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

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14福田债”信用等级为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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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发行人负责处理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发行人负责处理“14福田债”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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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其他事项 

一、对外担保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诉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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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信评级机构均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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