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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诚信”、“发行人”或“公司”）

对外公布的《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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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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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期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期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2016 年 11 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769 号”文核准，

公司获准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

简称“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 2017 年 4 月 25 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为人民

币 2 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 7.15%。 

三、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 

2.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其中基础

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含 2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人民币 3 亿

元（含 3 亿元）。 

3. 票面面额：本期债券每张票面金额为 100 元。 

4.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3 年期，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

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 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7.15%。在存续期内前 2 年固定不变，

在存续期的第 2 年末，公司可选择调整票面利率，存续期后 1 年票面年利

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 2 年票面年利率加公司调整的基点，在存续期后 1

年固定不变。 

6.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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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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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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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本期债券的起息日：本期债券起息日为 2017 年 4 月 24 日。 

8.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2020 年 4 月 23 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 2017 年 4 月 24

日至 2019 年 4 月 23 日。 

9.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4 月 24 日。若投

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19 年每年

的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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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0.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24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

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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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1. 债券担保：本期债券发行无担保。 

12.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联合评级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

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13. 上市情况：2017 年 5 月 9 日，本期债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债券简称

“17 金诚 01”。 

14.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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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8 年 1 月 7 日 

法定代表人 王先成 

注册资本 58,500.00 万 

住所 北京市密云区经济开发区水源西路 28 号院 1 号楼 101 室 

经营范围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

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矿业管理、为矿山企

业提供采矿委托管理服务；工程勘察设计；工程项目管理；

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技术咨询；工程预算、审计；矿业技术

研究开发、技术转让；承包工程；销售、维修矿业无轨采、

运、装矿业设备；机械设备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代理进出口；建设工程咨询；矿产勘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

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发行人 2017 年度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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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采掘服务业 240,747.37 174,695.07 27.44 1.55 0.03 1.10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采矿运营管理 114,787.29 84,975.36 25.97 21.51 20.68 0.51 

矿山工程建设 125,429.15 89,298.86 28.81 -11.67 -13.88 1.83 

矿山工程设计咨询 530.93 420.85 20.73 -14.19 -20.77 6.58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40亿元，营业成本 17.69亿元，毛利率27.53%，

毛利率较上期增加 1.37%；其中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07 亿元，主营业务成本

17.47 亿元，主营业务毛利率 27.44%，主营业务毛利率较上期增加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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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人 2017 年度财务状况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额 5,633,952,256.22 4,927,494,472.81 14.34% 

负债总额 1,782,615,821.24 1,235,242,176.06 44.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

有者权益 
3,828,236,430.36 3,679,013,257.80 4.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851,336,434.98 3,692,252,296.75 4.31%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资产总额为 56.34 亿元，较年初增长

14.34%，；负债总额为 17.83 亿元，较年初增加 44.31%；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为 38.28 亿元，较年初下降 4.06%，变化不大。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2,440,345,134.45 2,396,076,170.84 1.85% 

营业利润 275,088,961.06 267,008,418.24 3.03% 

利润总额 272,645,443.95 264,233,296.08 3.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205,199,836.18 170,674,303.02 20.23% 

2017 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24.40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5 %；营业

利润为 2.7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03 %；利润总额 2.73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3.1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05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0.2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26,088,116.05 242,883,405.59 -48.0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6,760,367.26 -252,888,893.16 不适用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240,124,233.35 33,847,019.85 6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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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净额 

2017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26 亿元，同比下降

48.09%；发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3.37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0.84亿元；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40 亿元，同比增长6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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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2016 年 11 月 21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769 号”文核准，

公司获准在中国境内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

元）的公司债券。 

“17 金诚 01”为本次债券核准规模下的第一期债券。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

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 5 亿元），其中基础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含

2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含 3 亿元），剩余额度自中国证监

会核准发行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行完毕。 

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的相关内容，发行人发行的“17 

金诚 01”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

充流动资金。 

二、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已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使用募集资金，“17

金诚 01”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已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均与募集说明书相关

约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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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期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17 金诚 01”的起息日为 2017 年 4 月 24 日，债券利息将于起息日之后在

存续期内每年支付一次，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8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4 月

24 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4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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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0 年 4 月 24 日；若投资

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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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

利息。 

“17 金诚 01”2017 年度无付息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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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 年度无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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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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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期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17 金诚 01”的信用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信用评级”）。根据《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17 金诚 01”的信用等级为 AA。 

联合评级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出具了《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联合[2018]879 号）。联合评级通过对金诚信主体

长期信用状况和发行的公司债券进行跟踪评级，确定：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

定”。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17 金诚 01”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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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2017 年，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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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受托管理人履行职责情况 

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本次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严格按照《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中的约定，对发行人资信状况、募集资金管理运用情况、公司

债券本息偿付情况等进行了持续跟踪，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所约定义务，积极行使了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16 

第十节  其他情况 

一、担保情况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担保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元   币种：美元 

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 保

方 

担保

方与

上市

公司

的关

系 

被担

保方 

担保

金额 

担保

发生

日期

(协议

签署

日) 

担保 

起 始

日 

担保

到期

日 

担保

类型 

担保

是否

已经

履行

完毕 

担保

是否

逾期 

担保

逾期

金额 

是否

存在

反担

保 

是否

为关

联方

担保 

关联

关系 

无 - - - - - - - - - - - - - 

报告期内担保发生额合计（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报告期末担保余额合计（A）（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公司及其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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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0,000 

报告期末对子公司担保余额合计（B） 7,400,000 

公司担保总额情况（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担保总额（A+B） 7,400,000 

担保总额占公司净资产的比例(%) 1.26 

其中： 

为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金额（C） -  

直接或间接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提供

的债务担保金额（D） 
-  

担保总额超过净资产 50%部分的金额（E） -  

上述三项担保金额合计（C+D+E） -  

未到期担保可能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说明 -  

担保情况说明 -  

二、涉及的重大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7 年度，发行人无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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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关当事人 

201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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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公司债券重大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

指引》及受托管理协议，2017 年度，发行人无其他重大事项。 

（以下无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