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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兴业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

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 2018 年 4 月 21 日对外披露的《福建发展高速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等其他公开披露文件、第三方

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兴业证券出具的说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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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兴业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兴业证券书面许

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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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公司债券概要及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一、本次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或“福建

高速”）2015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636号”

文核准，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 20亿元（含 20 亿元）的公司债

券。 

二、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名称：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 

发行总额：本次债券的发行总额不超过 20亿元（含 20亿元）。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债券面值 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期限：5 年期，附第 3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上调票面利率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发行人赎回选择权：发行人将于本次债券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关于是否行使赎回选择权的

公告，若决定行使赎回权利，本次债券将被视为第 3年全部到期，发行人将以票

面面值加最后一期利息向投资者赎回全部公司债券。赎回的支付方式与本次债券

到期本息支付相同，将按照本次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若不行使赎回，则本次债券将继续在第 4年、

第 5年存续。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调幅度

的公告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次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其持有的本次债

券全部或部分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次债券第 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即为回售支

付日，发行人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

支付工作。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

另计息。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本次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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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次债券票面总额分别与债券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之和；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各自所

持有的本次债券到期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起息日：2015 年 8月 11日。  

利息登记日：按照上证所和中国证券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在利息登记

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其所持本次债券获得该利息

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最后一个计息年度的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付息日：2016 年至 2020年每年的 8月 11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个工作日）。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

择权，则本次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8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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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6 年至 2018 年每年的 8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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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金兑付日：2020年 8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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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发行人行使赎回选择权，则本次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8

年 8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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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本金支付日为 2018年 8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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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利率确定方式：本次公司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通过市场询价协商确定。本次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的前 3 年保持不

变；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债券在存续期限后 2年票

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限前 3年票面年利率加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限后 2年

固定不变。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次债券无担保。 

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

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债券受托管理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20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

改善债务结构、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15亿元拟用于赎回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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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的总规模 15 亿元的“11 闽高速”债，剩余部分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三、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聘担任公司 “15 闽高速”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

人。根据《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兴业证券通过现场回访、查阅发行人银行征信

报告、查阅工商、失信、裁判文书、信用中国等网站的方式持续关注公司经营情

祝、财务状况、偿债能力及资信状况，关注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通过月

度排查表等方式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

了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2017 年 5 月 9 日，兴业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15 闽高速”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 2016 年

度）。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正式起息，2017 年度内，发行人于 2017

年 8 月 4 日发布《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5 闽高速”公司债券的

付息公告》，并于 2017 年 8 月 11 日支付自 2016 年 8 月 11 日至 2017 年 8 月 10

日期间的利息。本期债券尚未到期，未进行本金兑付。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7 年度） 

7 

 

 

第二节 发行人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FUJIAN EXPRESSWAY DEVELOPMENT CO.,LTD 

法定代表人：陈岳峰 

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福建高速 

股票代码：600033 

注册资本：2,744,400,000.00 元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 18 号福建交通综合大楼 26 层 

办公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东水路 18 号福建交通综合大楼 26 层 

邮政编码：350001 

联系电话：0591-87077366 

传真：0591-87077366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705102437B 

互联网网址：http://www.fjgs.com.cn 

电子信箱：stock@fjgs.com.cn 

经营范围：投资开发、建设、经营公路；机械设备租赁，咨询服务；工业生

产资料，百货，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仪器仪表，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的

批发、零售、代购、代销。（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应在取得有关

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发行人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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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经营与管理情况 

2017年，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我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尽管依然面临不少的困难和压力，通过推动结构优化、

动力转换和质量提升，国民经济稳中向好、好于预期，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

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2017年福建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显示，初步核算，福建省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2,298.28 亿元，比

上年增长 8.1%。全年进出口总额 11,590.7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0%。全省轿

车保有量 341.91 万辆，增长 13.0%，其中私人轿车保有量 318.04 万辆，增长

13.0%。全省高速公路网通车里程 5,227.75 公里，增长 4.1%。总体来看，持续

改善的内外部宏观经济因素对我省高速公路通行车流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路段运营方面，随着近年来福建省内高速公路路网的持续完善，环线及平行

线网络进一步优化，高速公路密度持续提高，福建省路网密度居全国各省第二。

尽管公司所属路段均为福建省内沿海重要通道，但路网加密显现出来的分流效

应依然对公司所属各路段产生较为明显的负面影响。其中，区域内路网的完善

及厦门会晤等重大活动保障工作，使泉厦高速和福泉高速车辆通行平均里程有

所下滑，特别是罗宁高速平行线宁连高速宁德段的通车，导致对罗宁高速的分

流进一步加剧，使罗宁公司收入急剧下降。 

车流量方面，福（州）泉（州）高速客车日均车流量（按车型收费标准折

算，下同）为 21,950 辆，同比下降 0.91%；货车日均车流量（按计重收费标

准折算，下同）为 16,794辆，同比增长 2.98%；泉（州）厦（门）高速客车

日均车流量为 36,701 辆，同比下降 0.90%，货车日均车流量为 21,532 辆，

同比增长 1.62%；罗（源）宁（德）高速客车日均车流量为 7,691 辆，同比下

降 16.75%，货车日均车流量为 3,768辆，同比下降 57.60%。总体来看，福泉、

泉厦路段客车车流量微降，货车车流量同比均呈现微涨，罗宁路段因平行线

宁连高速全线通车影响全年车流量延续下滑态势，但对客车影响已趋于稳定，

对货车的影响依然较大。 

2、主要控股公司及公司的经营情况 

（1）主要控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7 年度） 

9 

 

福建省福泉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000万元，发行人持有其 63.06%

股份，主营业务为福泉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包括收费、养护、车辆施救等业

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86.53 亿元，净资产 50.27 亿元，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3.85亿元，同比增长 0.68%，营业利润 7.47亿元，同比

下降 4.44%，净利润 5.61亿元，同比下降 4.05%。 

福建罗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发行人持有其 100%

股份，主营业务为罗宁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包括收费、养护、车辆施救等业

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10.10 亿元，净资产 6.97 亿元，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9,038.93万元，同比下降 36.89%，营业利润-3,377.21

万元，净利润-2,575.20 万元。 

福建省福厦高速公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0万元，发行人持

有其 55%股份，主营业务为高速公路广告等业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公司总资产 2,292.63 万元，净资产 1,744.30 万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485.80 万元，同比下降 53.73%，营业利润 168.14 万元，同比下降 22.54%，

净利润 114.99万元，同比下降 3.96%。 

（2）主要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 

南平浦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发行人持有其

29.78%股份，主营业务为浦城至南平高速公路的经营管理，包括收费、养护、

车辆施救等业务。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97.87 亿元，净资

产 4.75亿元，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4.16 亿元，同比增长 16.52%，营业利润

-2.48亿元，净利润-2.47亿元。 

海峡金桥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本公司持有其

18%股份，主营业务为机动车保险、企业家庭财产保险及工程保险、责任保险、

船舶货运保险、短期健康意外伤害保险等业务。截至 2017年 12 月 31日，公

司总资产 19.93 亿元，净资产 13.69亿元，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2.19亿元，

营业利润-1.49亿元，净利润-1.16亿元。 

三、发行人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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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 2017年度财务报告，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下： 

（一）主要会计数据 

金额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2017 年 2016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2,474,266,701.68 2,528,125,622.09 -2.13 2,577,755,028.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656,193,510.29 671,153,520.00 -2.23 550,785,168.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653,341,587.71 670,499,188.85 -2.56 539,969,00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58,843,679.06 1,823,447,308.37 -3.54 2,299,894,904.41 

主要会计数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同

期末增减（%） 
2015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691,179,880.91 8,446,314,979.01 2.90 8,049,601,459.01 

总资产 17,635,189,559.25 17,962,580,545.60 -1.82 18,315,395,235.29 

 

 

（二）主要财务数据 

主要财务指标  2017 年  2016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2015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391 0.2446 -2 .25 0.20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

每股收益（元／股）  
0.2381 0.2443 -2 .54 0.196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66 8.14 减少 0.48 个百分点  6 .9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7.62 8.13 减少 0.51 个百分点  6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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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状况 

公司于 2014 年 12 月 8 日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4

年 12 月 25 日经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证发行字[2015]636 号文件核准，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至 2015 年 8 月

13日公开发行总面值为 20亿元的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本

次债券的期限为 5 年，并附在第三年年末发行人赎回选择权、上调票面利率和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为 3.53%，募集资金总额 20 亿元，扣除发行

费用后，剩余款项已于 2015年 8月 13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并经发行

人聘请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划拨到公司专

项账户出具了编号为致同验字（2015）第 350ZA0082号的验资报告。公司发行的

公司债券也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于 2015年 9月 1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证券简称“15闽高速”，证券代码“122431”。 

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内容，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总额 20 亿元，扣

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改善债务结构、偿还公司债务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 15亿

元拟用于赎回 2012 年发行的总规模 15 亿元的“11 闽高速”债，剩余部分拟用

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发行 20 亿元公司债券，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用于归还

“11 闽高速”公司债券本息 158,700 万元、银行借款 18,117.67 万元、补充流

动资金支出 22,182.33 万元，资金使用情况与债券发行公告相符，募集资金已按

计划使用完毕。单位：万元 

项目 
公司债券发行

收入 

债券发行费

用支出 

归还银行借

款支出 

补充流动

资金支出 

归还“11闽

高速”公司债 

金额 200,000.00 1,000.00 18,117.67 22,182.33 158,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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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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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证券事务代表的变动情况 

根据发行人对外披露的 2017年年度报告，2017年度内，发行人的证券事

务代表为冯国栋，未发生变动情况。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2017 年度） 

14 

 

 

第六节 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及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一、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相关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无担保，报告期内公司债券增信机制未发生变更。 

本期公司债券的偿债资金主要来源于发行人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和

净利润，发行人将以良好的经营业绩、多元化融资渠道以及良好的银企关系

为本次债券的到期偿付提供保障。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不存在已经作出的、

可能对本次债券持有人利益形成重大实质不利影响的承诺事项。 

二、报告期内偿债保障措施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对“ 15 闽高速”公司债

券的偿债保障措施，为充分、有效地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公司做出充分安

排，包括专款专用、制定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

的作用和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等，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付息、兑付的保

障措施。 

三、报告期内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本期公司债券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正式起息，2017 年度内，发行人于

2017年 8月 4日发布《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5 闽高速”公

司债券的付息公告》，并于 2017年 8月 11日支付自 2016年 8月 11日至 2017

年 8月 10日期间的利息。本期债券尚未到期，未进行本金兑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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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状况 

 

发行人 2018 年主体和本次债券信用等级情况,以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18）》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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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二、重大未决诉讼、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事项 

截止至本报告签署日，公司不存在重大未决诉讼、仲裁和媒体普遍质疑事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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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报告

（2017 年度）》之盖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