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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募

集说明书全文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

投资决定的依据。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及机构保证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主承销商已对募集说明书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承销商承诺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因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

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公司债券未能按时兑付本息的，主承销商承诺负责组织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相应

还本付息安排。

受托管理人承诺严格按照相关监管机构及自律组织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的约定，履行相关

职责。 发行人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债券持有人遭受损失的，或者公司债

券出现违约情形或违约风险的，受托管理人承诺及时通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等方式征集债券持有人的意见，并以自

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发行人、增信机构、承销机构及其他责任主体进行谈判，提起民事诉

讼或申请仲裁，参与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等，有效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

受托管理人承诺，在受托管理期间因其拒不履行、迟延履行或者其他未按照相关规定、约定及受托管理人声明履行

职责的行为，给债券持有人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凡欲认购本次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并自行

承担相关风险。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的经营风险、偿债

风险、诉讼风险以及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或收益等作出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本次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

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认购或持有本次公司债券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其他有关

发行人、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等主体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

除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外，发行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列明的信息和对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

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次债券时，应特别审慎地考虑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第二节所述的各项风

险因素。

重大事项提示

请投资者关注以下重大事项，并仔细阅读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的“风险因素”有关章节。

一、本次债券为绿色公司债券，绿色公司债券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和《关于开展绿色公司债券试点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发行的、募集资金用于支持绿色产业的公

司债券。 发行人本次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4个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运营或偿还这4个绿色项目贷款。 详细募集资金用

途，请参见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第七节 募集资金运用” 。 根据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认证报

告，发行人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符合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编制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

版）的相关要求，属于绿色产业项目。

二、本次债券信用级别为AAA，截至2016年3月31日，发行人符合公司债券的发行条件。本次债券上市前，发行人未经

审计的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128,453.35万元（截至2016年3月31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本次债券上市前，发

行人2013年、2014年及2015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8,351.19万元、9,344.13万元、12,

422.23万元，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10,039.18万元，预计不少于本次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

本次债券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三、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分别于2014年2月

18日签订《首次发行股票主承销协议》和2014年2月18日签订《股票发行上市保荐协议》。 发行人已于2014年11月6日向

中国证监会递交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申请文件，于2014年11月18日予以受理，目前处于初

审过程中，已完成反馈意见的回复。

四、根据发行人未经审计的2016年一季度合并财务报表，截至2016年3月31日，发行人的总资产为347,919.23万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为128,453.3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63.08%，以2016年3月31日发行人的各项财务数据为基准，本次债券发行

完成后（假设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将为66.01%，其资产负债率有所提高。

五、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1-3月， 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5,033.81万元、2,553.63

万元、-43,916.74万元和-26,706.45万元，自2015年以来持续为负。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经营业务特点及客户结构，本公司

能源化工行业的客户主要为央企或大型地方国企，相关客户的付款审批流程较长，公司在项目后期垫支资金金额较大、

回款周期拉长；另一方面，受宏观政策影响，公司的业务重心逐渐由EPC项目向PPP项目过渡，公司在PPP项目集中建设

期不能产生较多的运营现金流入，存在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的风险。

六、报告期各期末，公司为项目采购的设备和物资以及已完工未结算的工程款合计金额呈逐年上升趋势，导致公司

存货由2013年末的42,805.05万元增长至2015年末的63,088.63万元。 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及2016年1-3月，公司的

存货周转率分别为2.10次、2.24次、2.44次和0.85次，存货周转率整体保持稳定增长趋势。但未来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持续

扩大，存货余额可能会继续增加。较大的存货余额可能会影响到公司的资金周转速度和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降低资金

运作效率，存在存货规模较大的风险。此外，项目执行过程中，如果出现客户财务状况恶化或采购成本大幅上升等情形，

还可能存在存货跌价风险。

七、2013年末、2014年末、2015年末及2016年3月31日， 公司应收账款净额分别为16,881.20万元、42,933.88万元、75,

432.08万元和73,548.85万元，占当期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13.74%、20.16%、23.36%和21.14%，其中，截至2015年末，公司1年

以内的应收账款余额占应收账款总额的71.22%。 随着公司业务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公司应收账款规模还将相应扩大，如

果发生应收账款未能及时或无法收回的情况，将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八、2013年末、2014年末、2015年末及2016年3月末，公司速动比率分别为0.71、0.86、0.79和0.77，速动比率低于1，若未

来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较大不利变化，可能对公司收入情况及资金回笼产生不利影响，导致公司流动资金紧张，财务风险

加大，进而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九、 截至2016年6月16日， 发行人及其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受限资产合计6.82亿元， 占总资产的19.82%， 占净资产的

53.69%，受限资产规模较大。 受限资产主要系公司为银行贷款、发行债券、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等设定的担保和为担保公

司提供的反担保，包括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等。 虽然发行人声誉和信用记录良好，不存在偿付

违约情况，但如果因现金流动性等原因导致发行人不能按时、足额偿还相应债务，则有可能导致公司受限资产被冻结甚

至处置，将对发行人声誉及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十、截至2016年3月31日，发行人有息负债10.49亿元，占总负债的47.79%，占总资产的30.15%，有息负债较高，公司面

临一定的偿债压力。 尽管公司现阶段账面货币资金储备等为债务偿还提供保障，但应收账款的回款也将直接影响公司

的短期偿债能力。 如果公司受到宏观经济波动导致公司收入受影响或者应收账款回款不力，将给公司短期偿债能力带

来较大压力，进而影响本期债券的还本付息。

十一、水务行业增值税免征政策被取消，自2015年7月起征收增值税，后退还70%，即发行人水务运营服务业务收入

需缴纳30%的增值税，与此同时，由于2016年5月份“营改增” 全面推行，发行人部分原缴纳营业税的建设项目将需要缴

纳增值税，上述政策变动会导致发行人税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加重。

十二、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资金供求关系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多种因素

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一定的波动性。 债券属于利率敏感型投资品种，市场利率变动将直接影响债券的投资价值。 由于

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采用固定利率且期限相对较长，在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存续期内，如果未来市场利率发生变

化，可能会使投资者实际投资收益水平产生不确定性。

十三、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

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取得本次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

力。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间，债券持有人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的任何有效决议的效力优先于包含债券受托管理人在

内的其他任何主体就该有效决议内容做出的决议和主张。 债券持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次债券均视

作同意并接受本公司为本次债券制定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对本次债券各项权利义务的

规定。

十四、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本公司将积极申请本次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由于上市审批事宜需要在本

次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且需经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核准，因此在具体上市进程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证

券交易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受到宏观经济环境、投资者分布、投资者交易意愿等因素的影响，本公司亦无法保证本次债

券在交易所上市后本次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

十五、 根据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新世纪债评 (2016)010549评级报告， 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由于本次债券的期限为不超过5年（含5年），在本次债券的存续期内，公司所处的宏

观环境、国家相关政策等外部环境以及公司本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公司不能从预期的还款

来源中获得足够资金按期支付本息，从而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的影响。 在本次债券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

或者本次债券存续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以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

用状况。 跟踪评级结果将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和上海新世纪官方网站“http://www.

shxsj.com”公布，且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不得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十六、本次公司债券的交易场所和发行对象

本次债券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合格投资者，投资者

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绿色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十七、评级报告所列示发行人主要风险/挑战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中列示了发行人主要风险/挑战，包括：水务行业税负加重；市

场竞争压力加大；资金压力较大；上市进度不确定性。

十八、跟踪评级主要相关事项

上海新世纪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跟踪评级期间，上海新世纪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外

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发行人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件、发行人履行债务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以动

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上海新世纪的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新世纪资信评

估有限公司网站予以公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不得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评级机构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或宣布前

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发债主体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十九、根据上海新世纪债评(2016)010549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主

体评级AA-，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质押式回购资格准入标准及标准券折扣系数取值业务指引》，债券上市

后不能进行质押式回购。

二十、报告期后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与博川水务、北排博创发生重大偶发性关联交易，具体情况

详见募集说明书摘要“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七、发行人关联交易情况（二）关联交易3、报告期后重大偶发性关

联交易情况” 。

释 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一、普通词语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博天环境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博天有限/美华博大/博大有限 指

发行人前身北京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于1995年1月18日，2000年8月更

名为北京美华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2012年5月更名为博天环境工程（北京）

有限公司

赵笠钧 指 曾用名赵立军，于2014年4月将姓名变更为赵笠钧

汇金联合 指 汇金联合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前身是汇金联合环保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国投创新 指 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复星创富 指 上海复星创富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鑫发汇泽 指

苏州鑫发汇泽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前身是苏州鑫发汇泽股权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

京都汇能 指 北京京都汇能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新疆高利 指 新疆高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前身是新疆高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中金公信 指 北京中金公信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泰来投资 指 泰来投资有限公司

瞪羚投资 指 北京中关村瞪羚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环境规划院 指

环境规划院前身为北京美华博大环境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9年11月

30日，2012年7月更名为北京博天环境研究院有限公司，2013年6月更名为博天

（北京）环境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2015年8月更名为博天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

（北京）有限公司

研发中心 指 博天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有限公司下属的研发中心

博华水务 指 博华水务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博元设备 指 博元环境设备（北京）有限公司

博慧科技 指 原博大和谐环境科技（北京）有限公司，2015年6月更名为博慧科技有限公司

博中投资 指 博中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新疆博天 指 新疆博天环境技术有限公司

博天工程 指 博天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博天香港 指 博天环境集团（香港）有限公司（Poten�Environment�Group�（HK） Limited）

博乐宝 指 博天环境工程（天津）有限公司，2014年6月更名为博乐宝科技有限公司

什邡水务 指 什邡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绵竹水务 指 瑞华（绵竹）水务有限公司，2012年9月更名为绵竹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黄石水务 指 博华（黄石）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安阳水务 指 安阳博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大同水务 指 大同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博兴原 指 山西博兴原实业有限公司

石嘴山投资 指 石嘴山通用博天环保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博天上海投资 指 博天环境集团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榆林水务 指 榆林市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普世圣华 指 北京普世圣华科技有限公司

普世圣华大冶 指 普世圣华（大冶）科技有限公司

中环膜 指 北京中环膜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中环膜大冶 指 中环膜材料科技（大冶）有限公司

博天大冶 指 博天环境科技（大冶）有限公司

博慧检测 指 博慧检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通用投资 制 博天通用投资管理（北京）有限公司

博冶投资 指 博冶投资管理（大冶）有限公司

博乐创智 指 北京博乐创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博乐汇智 指 北京博乐汇智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灵宝水务 指 灵宝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清徐水务 指 清徐县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古县水务 指 古县博天环境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石嘴山第一水务 指 石嘴山市通用博天第一水务有限公司

石嘴山第二水务 指 石嘴山市通用博天第二水务有限公司

赤峰水务 指 赤峰博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博天天津 指 博天环境科技（天津）有限公司

中卫水务 指 博华（中卫）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汝州水务 指 汝州博华水务有限公司

上海莱博 指 上海莱博环境检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厦门恺宜 指 厦门恺宜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汉水务 指 瑞华（广汉）水务有限公司

博川水务 指 博川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AQP 指 Aquaporin�A/S，一家注册于丹麦的公司

宁夏博乐宝 指 宁夏博乐宝科技有限公司

北排博创 指 海南北排博创水务有限公司

博通技术 指 博通分离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瑞华国际 指 瑞华国际投资有限公司（Puresino�International�Limited�）

瑞华水务 指 瑞华水务投资有限公司（Puresino�Water�Investment�Co.,Limited）

瑞华BVI 指 瑞华BVI（Puresino�Group�Corpration）

城乡集团 指 北京城乡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香港环协 指

香港环协工程控股有限公司（Montgomery�Watson�Constructors�Holdings�LTD），

注册于香港，隶属于美国MWH

集大公司 指

马来西亚集大有限公司（CIPTA�BAKTI�SDN.�BHD），是一家注册在马来西亚

的公司

第一宏丰 指 First�Vangurad�Group�Asset�Management�Limited

中关村担保 指 北京中关村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前身为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中国水网 指 水行业专业门户网站，网址为www.h2o-china.com

环保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与信息化部

科技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知识产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

神华集团 指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中煤集团 指 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水务集团 指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博世科 指 广西博世科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巴安水务 指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碧水源 指 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万邦达 指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电环保 指 南京中电联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股东大会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法》 指

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第

三次修订，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2014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

会议修订，自2014年8月3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机构、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牵头主承销商、西部证券、簿记

管理人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其他承销团成员组成的承销团

募集资金专户 指

发行人开立的专项用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付与本息偿还的银

行账户

债券受托管理人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律师 指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认证机构、安永 指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设普通合伙）

审计机构、会计师事务所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最近三年及一期、报告期 指 2013年度、2014年度、2015年度和2016年1-3月

募集说明书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面

向合格投资者）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面向合格投资者）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关于博天环境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受托管理

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面向合格投资

者）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信用评级报告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绿色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

本次债券、本期债券 指

发行人经过股东大会及董事会会议批准， 公开发行面额总值人民币3亿元的绿

色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债券的公开发行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二、专业术语

工业水处理系统 指

工业企业的生产水和排放水等全部水处理单元。 包括但不限于污水处理、回用

水处理、净水处理、循环水处理、凝液精制、脱盐水处理、消防水处理、热水站等

单元

再生水（回用水） 指

城市污水或工业排放水经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质标准、可在一定范围内重复使

用的非饮用杂用水

脱盐水（化学水） 指 将所含易于除去的强电解质除去或减少到一定程度的水

循环水 指 以水作为冷却介质，并循环运行的一种给水

中水回用 指 污水回收、再生和利用的统称，包括污水净化再用、实现水循环的全过程

曝气生物滤池 指

Biological�Aerated�Filter，简称BAF，是一种采用颗粒滤料固定生物膜的好氧或缺

氧生物反应器

HSE 指 健康（Health）、安全（Safety）、环境（Environment）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的简称

EPC 指

“Engineering-Procurement-Construction（设计－采购－施工）” 的英文缩写，即

服务商承担工程项目的规划设计、土建施工、设备采购、设备安装、系统调试、试

运行，并对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全面负责，最后将项目整体移交业

主

PPP 指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的英文缩写，即公私合作模式，指在公共服务领域，

政府采取竞争性方式选择具有投资、运营管理能力的社会资本，双方按照平等

协商原则订立合同，由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依据公共服务绩效评价结

果向社会资本支付对价

BOT 指

“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移交）” 的英文缩写，即业主与服务商签

订特许经营权协议，特许服务商承担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与维护，在协议规

定的期限内，服务商向业主定期收取费用，以此来回收项目的投资、融资、建造、

经营和维护成本并获取合理回报，特许经营期结束，服务商将项目整体无偿移

交给业主

TOT 指

“Transfer-Operate-Transfer（移交－经营－移交）” 的英文缩写，指特许服务商

不承担建设工作，而是直接从业主方获得项目的特许经营

BOO 指

“Build-Own-Operate”（建设-拥有-经营）的英文缩写，即服务商建设并拥有

项目的所有权，业主向服务商购买项目服务

DBO 指

“Design-Build-Operate”（设计－建设－运营）的英文缩写，特许服务商不负

责项目投资，仅负责项目的设计、建造与运营

O&M 指

“Operations�&�Maintenance”（托管运营）的英文缩写，业主保留存量资产的所

有权，将存量资产的运营维护职责委托给公司，并向公司支付委托运营费。

DMTO 指 一种以煤或天然气替代石油做原料生产乙烯和丙烯的技术

BGL 指 British�Gas�Lurgide，一种液态排渣气化炉，是煤气化专用设备

膜生物反应器（MBR） 指 现代膜分离技术与生物技术有机结合的一种新型污水生物处理技术

膜组器 指

膜组件或膜元件集成的单元装置，可安装并组成膜分离系统，应用于水处理工

程

反渗透（RO） 指

Reverse�Osmosis，简称RO，指利用反渗透膜选择性地透过溶剂而截留离子物质

的膜过程，以膜两侧静压差为推动力，克服渗透压，实现对液体混合物的分离。

工作压力通常在1.0–10.0MPa

超滤（UF） 指

一个以压力差为驱动力的膜分离过程，其操作压力在0.1-0.5MPa左右，其截留

范围在1,000-300,000道尔顿之间，通常认为其分离孔径小于0.05微米

MTO 指 Methanol�to�Olefins的英文缩写，即一种以甲醇为原料制低碳烯烃的技术

COD 指 化学需氧量

B/C 指

污水可生化性的指标，当B/C>0.4时表明污水生化性能尚可，可以用活性污泥法

处理，B/C越高越适合活性污泥法处理污水

SBR 指 序批式活性污泥法，一种按间歇曝气方式来运行的活性污泥污水处理技术

中交 指

项目的中期交工， 意味着建设单位完成了工艺运行路线上的所有建设内容，工

艺路线全部贯通，可以进行系统试压、水电联运等工作，剩余项目不妨碍试生产

的进行。 如保温、防腐、地坪修整、绿化等

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2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5年1月18日

3、注册资本：36,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赵笠钧

5、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0号首钢综合楼12A06-08室

二、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一）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情况

1、2106年5月20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等关于本

次债券发行的相关议案，并提交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2、2016年6月5日，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提交的相关议案，同意

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有关事项。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2016年9月19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130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3亿元）

的绿色公司债券。 公司将综合市场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其他具体发行条款。

（三）本次债券基本条款

1、债券名称：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人民币3亿元。 本次债券采用一次性发行的方式。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次债券每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本次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发行人第3年末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

不变；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

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6、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 发行

人将于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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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本

次债券票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

率不变。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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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未进行回售

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8、回售申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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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

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

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决定。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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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还本付息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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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

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1、付息、兑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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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2、发行期限：2个交易日，自发行首日至2016年10月13日。

13、发行首日：本次债券发行期限的第1日，即2016年10月12日。

14、计息期限：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10月12日至2021年10月11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

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10月12日至2019年10月11日。

15、利息登记日：本次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

次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本次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6、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次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10月12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7、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10月12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10月1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利息。

18、本金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1年10月12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为

2019年10月12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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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兑付登记日：本次债券的兑付登记日按登记机构相关规定处理。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券

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次债券获得本次兑付款项。

20、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本次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

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本次绿色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本次债券具

体定价与配售方案参见发行公告。

21、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2、担保情况：本次债券由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23、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发行人设立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 募集资金专户不得存放

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开户银行：大连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571332209023734

24、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根据上海新世纪评级公司出具的新世纪债评(2016)010549号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长

期信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25、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拟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28、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本次债券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基本条件。

29、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4个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运营或偿还这4个绿色

项目贷款。

30、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应缴纳的有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本次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一）本次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2016年9月30日。

发行首日：2016年10月12日。

网下发行期限：2016年10月12日至2016年10月13日。

（二）本次债券上市安排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办理有关上市手续，具体上

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四、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0号首钢综合楼12A06-08室

法定代表人：赵笠钧

联系人：高峰、刘世博、王璟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0号首钢综合楼12A06-08室

联系电话：010-82291995

传真：010-82291618

邮政编码：100000

（二）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受托管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232号陕西信托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建武

联系人：姜明磊、李雪、薛昊昕、施珊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新华大厦3层

电话：010-68086722

� � � �传真：010-68588615

邮政编码：100045

（三）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肖鹏、邱荣辉、杨慧、徐新岳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3层

电话：010-65608299

传真：010-65608450

邮政编码：100000

（四）分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路10号

负责人： 晏敏

联系人：晏敏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西环广场T3座

电话：010-83067320

传真：010-63388723

邮政编码：100044

（五）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40号楼40-3四层-五层

负责人：付洋

联系人：陆彤彤、宿天浩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幸福二村40号楼40-3四层-五层

电话：010-50867666

传真：010-65527227

邮政编码：100027

（六）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3-9层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顾仁荣

经办注册会计师：朱海武、王振伟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7号楼中海地产广场西塔3-9层

电话：010-88095588

传真：010-88091199

（七）资信评估方：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控江路1555号A座103室K—22

法定代表人：朱荣恩

联系人：张岩鹏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38号院泰康金融大厦18层

电话：010—85879767

传真：010—85879770

邮政编码：100026

（八）担保方：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楼中海国际中心12层

法定代表人：周纪安

联系人：王星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楼中海国际中心12层

电话：010-56508397

传真：010-56508799

邮政编码：100034

（九）绿色认证机构：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设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6层

法定代表人：葛明

联系人：查玉含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16层

电话：010-58153909

传真：010-85188298

邮政编码：100738

（十）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负责人：黄红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证券大厦

电话：021-68808888

传真：021-68804868

邮政编码：200120

（十一）登记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负责人：高斌

办公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6号

电话：021-68873878

传真：021-68870064

五、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公司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实质性影响其公

正履行职责的利害关系。经核查，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公司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关系。

第二节 评级情况

一、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及资信评级机构

经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评级

展望稳定。 上海新世纪出具了新世纪债评(2016)010549号评级报告，披露了上海新世纪对发行人的主体信用评级及债项

评级，该评级报告已经在上海新世纪官方网站“http://www.shxsj.com” 予以公布。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

上海新世纪基于对发行人自身运营实力和偿债能力的综合评估，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公司债券信用等

级为AAA，评级展望稳定。 根据评级结果释义，债券信用等级AAA表示债券的偿付安全性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

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二）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

1、主要优势/机遇

（1）行业前景向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环保意识的提升，国内污水处理需求显著提升，行业前景

向好。

（2）客户资源丰富，营销能力强。 博天环境在水处理领域从业20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广泛的客户资源，建立了

覆盖全国的营销服务体系，能够一站式满足客户需求。

（3）全面的技术能力。 博天环境拥有实力较强的水环境专业设计研究院，拥有86项专利技术，有效解决了工业水处

理技术三高难题。

（4）担保增信。 中合担保对本次债券提供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可为债券的到期偿付提供有效保障。

2、主要风险/关注

（1）水务行业税负加重。水务行业免增值税的政策被取消，自2015年7月起征收增值税，后返还70%，即需要交纳30%

增值税，加剧企业的运营压力。 此外，2016年5月，“营改增”全面推行预计也将对行业内企业的盈利能力造成一定影响。

（2）市场竞争压力加大。 我国水处理领域发展迅速，良好的市场前景也促使国内外企业逐步进入，博天环境面临的

市场竞争压力将不断加大，盈利空间将不断缩小。

（3）资金压力较大。 博天环境资产负债率较高，债务期限以短期为主，近年来项目投资压力大，应收账款增长较快，

经营性现金流量弱化，资金压力将逐步显现。

（4）上市进度。 博天环境于2014年11月申请IPO，关注后续上市进度。

（三）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新世纪的业务操作规范，在本次公司债存续期（本次公司债发行日至到期兑

付日止）内，上海新世纪将对其进行跟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每年出具一次，跟踪评级结果和报告于发行人年度报告披露后2个月内出具。 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是上海新世纪在发行人所提供的跟踪评级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评级判断。

在发生可能影响发行人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时，上海新世纪将启动不定期跟踪评级程序，发行人应根据已作出的

书面承诺及时告知评级机构相应事项并提供相应资料。

上海新世纪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行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上海新世纪将在监管部门指定媒体及本评级机构的网站上公布持续跟踪评级结果。

在持续跟踪评级报告出具5个工作日内，上海新世纪将把跟踪评级报告发送至发行人，并同时发送至交易所网站公

告，且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将不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间。

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上海新世纪将根据相关主管部门监管的要求和上海新世纪的业务操作

规范，采取公告延迟披露跟踪评级报告，或暂停评级、终止评级等评级行动。

（四）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最近三年内未有资信评级情况。

三、无担保的情况下的评级结论

假设本期债券无担保措施，本期债券信用等级应不低于博天环境的主体级别。 基于博天环境主体信用等级为AA-，

若无中合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期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期债券的信

用等级将取博天环境的主体信用等级AA-。

第三节 担保情况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债券由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16年6月30日担

保人与发行人签署了担保协议并于2016年7月18日出具了担保函。 该担保事项已经担保人内部有权机构批准。

公司名称：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楼中海国际中心12层

法定代表人：周纪安

设立日期：2012年07月19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717,640万元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经营范围：贷款担保；债券发行担保（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

用证担保；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及其他合同履约担保；与担保业

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及其他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行投资；为其他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责任提供再担保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以及符合法律、法规并由有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融资性担保和其他业务。

二、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了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的财务报表，包

括截至201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2015年度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2016）第24299号标

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6年1-3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

财务指标（合并报表统计口径）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3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1,082,909.13 770,577.50

负债合计 485,174.25 190,783.21

所有者权益合计 597,734.88 579,794.29

（二）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1-3月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28,973.30 106,837.47

利润总额 22,073.67 58,329.89

净利润 17,034.76 44,480.8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6年1-3月 2015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7,292.40 23,112.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3,175.40 -72,940.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5,901.00 46,759.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24.06 -2,776.64

（四）财务指标（合并报表口径）

项 目 2016年1-3月/末 2015年度/末

资产负债率（%） 44.80 24.76

净资产收益率（%） 11.57 7.92

流动比率（倍） 6.79 4.62

速动比率（倍） 6.79 4.62

注：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期初所有者权益+期末所有者权益）/2]×100%（负数列

示为N/A）。

三、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担保人已为本次债券的还本付息出具了《担保函》。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

被担保的债券为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5年（含5年），发行面额总

计不超过人民币叁亿元整（小写:￥300,000,000.00元）。债券名称、具体品种及期限构成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为准。

（二）债券的到期日

在债券存续期间，债券发行人按年支付利息，到期一次性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并支付。

起息日为公司债券的发行首日，到期日为发行首日后5年。

本次债券存续期为不超过5年，如果债券期限为3+2年，那么在第3个计息年度末附加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三）保证方式

担保人承担保证的方式为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四）保证责任的承担

在本担保函项下本支债券存续期间和到期时，如发行人不能兑付本支债券利息和/或本金，担保人应主动承担担保

责任，将兑付资金划入本支债券登记结算机构指定的兑付付息帐户。 债券持有人可分别或联合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

任。 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代理债券持有人要求担保人履行保证责任。

如债券到期后，债券持有人对担保人负有同种类、品质的到期债券的，可依法将该债务与其在本担保函项下对担保

人的债券相抵销。

（五）保证范围

担保人保证的范围包括债券本金及利息，以及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应支付的费用。

（六）保证的期间

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债券存续期及债券到期之日起二年。 债券持有人在此期间内未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

责任的，担保人免除保证责任。

（七）财务信息披露

本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债券持有人及其代理人或者债券受托管理人有权对担保人的财务状况进行监督，并

要求担保人定期提供会计报表等财务信息。

（八）债券的转让或出质

债券认购人或持有人依法将债权转让或出质给第三人的，担保人在本担保函第五条规定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责

任。

（九）主债权的变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本期债券利率、期限、还本付息方式等发生变更时，不需另行经过担保人同意，担

保人继续承担本担保函项下的保证责任。

（十）加速到期

在本担保函项下的债券到期之前，保证人发生分立、合并、停产停业等足以影响债券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债

券发行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供新的保证，债券发行人不提供新的保证时，债券持有人有权要求债券发行人、担保人提前

兑付债券本息。

（十一）担保函的生效

本担保函自签定之日生效，在本担保函第六条规定的保证期间内不得变更或撤销。

（十二）其他

担保人同意发行人将本担保函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公司债券的文件一并上报有关部门，并随同其他文件一同提供

给认购本次发行债券的投资者查阅。

四、反担保情况

本次债券由中合中小企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在双方2016年6月30

日签署的担保合同第六条约定反担保条款如下：

发行人控股股东汇金联合公司、实际控制人赵笠钧，以及窦维东、李璐、薛立勇、王少艮、张蕾、高峰等七名自然人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作为反担保，同时，发行人将以下七项权益质押给担保人：

1、发行人子公司博兴原所持原平市博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100%股权；

2、发行人子公司博兴原所持原平市博兴供水有限公司100%股权；

3、发行人子公司博华水务所持灵宝博华水务有限公司100%股权；

4、发行人子公司博华水务所持博华（黄石）水务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

5、原平市博华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拥有的《原平市循环经济示范区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协议》项下的特许经营收益

权（污水处理劳务费收费权益）；

6、原平市博兴供水有限公司拥有的《原平市循环经济示范区供水厂项目特许经营协议》项下特许经营收益权（供

水服务费收费权益）；

7、灵宝博华水务有限公司拥有的《灵宝市第三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项目（BOT模式）特许经营协议》项下的特

许经营收益权（污水处理劳务费收费权益）。

各方已分别就上述事项签署保证合同、股权质押合同、特许经营收益权质押合同，并办理所需批准、登记或其他手

续。

第四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笠钧

成立时间：1995年1月18日（2012年11月15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6,000.00万元

实收资本：人民币36,000.00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0号首钢综合楼12A06-08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0号首钢综合楼12A06-08室

邮编：100082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张蕾

联系方式：010-82291995

传真：010-82291618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所属行业：N77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

组织机构代码：10160965-9

经营范围：承包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水污染治理；水处理技术、水资源管理

技术、生态修复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承接水和环境项目的工程设计、技术咨询、运营管理；承接环境治理工

程、给水净化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总承包；开发、销售环保相关产品和设备、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上述相关产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二）发行人的设立及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前身为北京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 博天有限成立时，注册资本为15万美元，通过6次增资，注

册资本达到11,707万元；2012年11月15日，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12,150万元；股份公司成立后，通过

4次增资，注册资本达到36,000万元。

1、1995年，有限公司成立

1994年12月24日， 北京市新能源开发服务公司和马来西亚集大有限公司签署 《北京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合同

书》、《北京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章程》，约定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均为15万美元，其中：新能源公司以人

民币现金出资35.07万元（合4.2万美元）、技术出资0.3万美元，集大公司以外汇现金出资10.5万美元。

1995年1月9日，北京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下发《关于合资企业“北京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合同章程及董事会

组成的批复》（京经贸资字[1995]016号），批准新能源公司与集大公司设立博天有限，出资比例分别为30%、70%；投资总

额和注册资本均为15万美元；经营范围为环境治理工程施工及配套设备的研制、开发、生产、销售。

1995年1月12日， 博天有限取得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京字

[1995]044号）。

1995年1月18日，博天有限取得国家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工商企合副字9613号）。

1995年3月27日、1995年7月11日， 北京天正会计师事务所分别出具了 《北京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次验资报

告》（[95]正会字第106号）和《北京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验资报告》（[95]正外字第006号），验证新能源公司和集大

公司将注册资本缴足。

1995年7月17日，博天有限取得国家工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合京总字第009613号）。

博天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美元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股权性质

1 集大公司 10.50 70.00% 境外法人股

2 新能源公司 4.50 30.00% 国有法人股

合计 15.00 100.00%

2、有限公司的历次股权变更情况 1998年8月10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新能源公司、集大公司分别将

其所持博天有限30%、45%的股权按照出资额转让给城乡集团；注册资本增至60万美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城乡集团和集大

公司认缴；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后，城乡集团和集大公司分别持有博天有限45万美元、15万美元出资额。

2000年6月1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由城乡集团寻找新的外资方分别以300万元、420万元的价格收购集

大公司、城乡集团所持博天有限25%、35%的股权，集大公司授权城乡集团代表其签署相关股权转让的法律文件。 同日，

集大与城乡集团签署协议，约定前述委托事宜。 2000年6月8日，城乡集团与香港环协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香港环协

以300万元、420万元的价格分别受让集大公司、城乡集团所持博天有限25%、35%的股权。

2000年6月8日，城乡集团与香港环协签署《股东会（代董事会）决议》，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北京美华博大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同意注册资本增至250万美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城乡集团、香港环协按股权比例进行增资。 同日，城乡集团与

香港环协签署《北京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修改合同协议》、《北京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修改章程协议》，确认出资

期限变更为自各方股东签订补充合同之日起90日内一次性缴付。

2000年6月30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将资本公积4,149,563.40元转增实收资本，城乡集团与香港环协按股

权比例享有权益。2000年10月19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将1,734,919.99元未分配利润转增实收资本，城乡集团

与香港环协按股权比例享有权益。

2001年6月16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确认股东出资方式为：双方第一次注资共计1,705,106.89美元、第二次注

资共计为585,361.71美元、第三次注资共计209,531.40美元（为未分配利润转增），前述增资均由股东按股权比例认缴。

2001年6月18日，城乡集团和香港环协签署《北京美华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修改合同协议》和《北京美华博大环境工

程有限公司修改章程协议》修改了原有的出资方式，并将出资时间变更为自双方股东签订补充合同之日起180天内交付

新增注册资本。

2001年8月28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将注册资本增至500万美元，新增注册资本由香港环协、城乡集团分

别认购150万美元、100万美元。 2001年9月3日，城乡集团与香港环协签署《北京美华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修改合同协

议》、《北京美华博大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修改章程协议》。

2004年12月31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香港环协将所持博天有限60%的股权以1美元的价格转让给瑞华

国际。 同日，香港环协、瑞华国际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了前述股权转让事宜。

2010年7月27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城乡集团将所持博天有限40%的股权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国

投创新。 2010年9月19日，北京产权交易所出具《企业国有产权交易凭证》（No：T30000405），确认本次股权转让符合交

易的程序性规定；转让标的为博天有限40%股权，转让标的评估值为1,705.66万元，成交价格为人民币2,000万元。

2010年11月16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000万美元，由新股东汇金联合、京都汇能分

别认购400万美元、100万美元，作价依据是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中联评报字[2010]第977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的净

资产值，评估基准日为2010年9月30日，采用收益法对公司评估的净资产价值为4,924.33万元。

2011年5月5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公司注册资本的币种由美元变更为人民币；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

至10,180万元，增资方式为：以1,669.75万元资本公积转增为注册资本，由各股东按增资前的股权比例分配；瑞华国际以3,

335,029.49元外债认购3,116,849.99元新增注册资本； 汇金联合、 国投创新、 京都汇能分别以现金4,464,385.56元、2,223,

352.99元、1,111,676.50元认购4,155,799.99元、2,077,899.99元、1,038,950元新增注册资本。

2012年3月23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增至11,707万元，新增注册资本1,527万元由汇金联合

以3,000万元现金认购；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博天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 。

2012年7月20日，博天有限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瑞华国际将其所持博天有限26.09%的股权以等值于人民币10,440万

元的港币的总价转让给国投创新、 泰来投资、 中金公信和鑫发汇泽， 受让股权比例分别为4.998%、4.998%、6.098%和

9.996%；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博天有限变更为内资公司。

3、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9月21日，博天有限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将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按照2012

年9月30日的净资产折股作为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公司原股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各自的持股比例不

变。

2012年10月22日，中瑞岳华出具《博天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2012]第2845号），博

天有限在审计基准日2012年9月30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为17,983.62万元。 2012年10月28日，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

具《博天环境工程（北京）有限公司拟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评报字[2012]第805号），博天有

限在评估基准日2012年9月30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的净资产评估值为19,513.37万元。

2012年10月28日，博天有限201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作出决议，确认上述审计和评估结果，并同意按照2012年9月30

日的净资产折股为12,150万股股本，由公司现有股东按照各自的出资比例持有相应数额的股份；其余部分列入公司的资

本公积。

2012年11月13日，中瑞岳华出具《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字[2012]第0317号），验证截至2012年10月28日，全体发起

人以其拥有的博天有限截至2012年9月30日的净资产折股，股份总额为12,150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缴纳注册资本

12,150万元。

2012年11月13日，发行人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公司章程》等创立

事宜，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以及股东代表监事。 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共同组成第一

届监事会。

2012年11月15日，博天环境取得北京市工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110000410096139），

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为12,150万元。

4、股份公司设立后股权结构变更情况

2012年11月29日，公司201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发行新股1,350万股，注册资本增加至13,500万

元，由新疆高利、瞪羚投资分别以4,500万元、3,000万元现金出资认购810万股、540万股新增股本。 （下转B14版）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面向合格投资者）

发行人：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0号首钢综合楼12A06-08室）

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受托管理人：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232号陕西信托大厦）

联席主承销商：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66号4号楼）

2016年9月30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3.00亿元

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130号文核准。

2、本次债券采用一次性发行的方式，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亿元。 本次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00

元/张。

3、根据《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

购。 本次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4、本次债券的信用级别为AAA级。 截至2016年3月31日，发行人最近一期末净资产为128,453.35万元；本次债券上市

前，发行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10,039.18万元（2013年、2014年和2015年经审计合并报表中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平均值），公司年均可分配利润预计不少于本次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 本次债券发行前，发

行人最近一期末（2016年3月31日）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率为63.08%。 发行人在本次债券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

规定。

5、期限：本次债券期限为5年，附第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本次债券由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保证担保。

7、本次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4.00%-5.30%。 最终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在利率

询价区间内协商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2016年10月11日（T-1日）以簿记建档的方式向网下合格投资者进行簿记询价，并根据簿记

建档结果确定本次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2016年10月12日（T日）在《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本次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关注。

8、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次债券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9、本次债券发行仅采取网下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申购和配售的方式。 网下申

购采取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的方式。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具体配售原则详见本公告“三、网下发行”中“（六）配售” 。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10、网下发行对象为《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通过向簿记管理人提交《网

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 合格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单位为1,000手（100万元），超过1,000

手（100万元）的必须是1,000手（100万元）的整数倍，簿记管理人另有规定的除外。

11、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

次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2、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次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

和认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13、发行人将在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次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本次债券可同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挂牌上市。

14、本公告仅对本次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次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次

债券情况，请仔细阅读《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本次债券募集说明书

摘要已刊登在2016年9月30日（T-3日）的《证券时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15、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发行人或博天环境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本期债券 指 发行人本次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总规模为人民币3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债券的公开发行

发行公告、本公告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证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

人或西部证券

指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资信评级机构、评级机构或上海新世纪 指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由主承销商和其他承销团成员组成的承销团

合格投资者 指

符合《管理办法》规定且持有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的A股证券账户的

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债券持有人 指 通过认购等合法方式取得本次债券的投资者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网下利率询价

及申购申请表》

配售缴款通知书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配售缴款通知

书》

认购协议 指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认购协议》

元/万元/亿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指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一、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2、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人民币3亿元，本次债券采用一次性发行的方式；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债券每张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固定利率品种，附发行人第3年末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本次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簿记建档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按

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 债券票面利率采取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在债券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

不变；在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

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6、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次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上调本次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

于本次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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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调本次债券票

面利率以及上调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次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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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未进行回售

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

8、回售申报：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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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

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

售申报日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次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上调本次债券票面利率及上

调幅度的决定；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次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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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还本付息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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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

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兑付日起不另计利息；

11、付息、兑付方式：本次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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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2、发行期限：2个交易日，自发行首日至2016年10月13日；

13、发行首日：本次债券发行期限的第1日，即2016年10月12日；

14、计息期限：本次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10月12日至2021年10月11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10月12日至2019年10月11日；

15、利息登记日：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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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有权就所持本次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6、起息日：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次债券存续期限内每年的10月12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17、付息日：本次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10月12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19年每年的10月12日。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不另计利息；

18、本金兑付日：本次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21年10月12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

为2019年10月12日。 如遇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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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兑付登记日：本次债券的兑付登记日按登记机构相关规定处理。 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次债

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次债券获得本次兑付款项；

20、发行对象及配售安排：本次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

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本次绿色公司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具体发行

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21、承销方式：本次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2、本次债券提供担保的情况：本次债券由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保证

担保；

23、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发行人设立的专项账户集中管理。 募集资金专户不得存放非

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开户银行：大连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账号：571332209023734

24、信用级别及信用评级机构：根据上海新世纪出具的新世纪债评(2016)010549号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AA-，本次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25、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配售规则：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

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到

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

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等比例原则进行

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决定本次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28、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拟用于4个污水处理厂项目建设、运营或偿还这4个绿色

项目贷款；

29、拟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30、质押式回购：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本次债券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

的基本条件；

31、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

间将另行公告；

32、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33、与本次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3日

（2016年9月30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信用评级报告

T-1日

（2016年10月11日）

网下簿记建档日

确定票面利率

T日

（2016年10月12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下申购起始日

主承销商向获得网下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签订认购协议

T+1日

（2016年10月13日）

网下申购截止日

获得网下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不晚于当日15:00前将认购款划至簿记管理人指定

的专用收款账户

T+2日

（2016年10月14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合格投资者簿记建档确定发行利率

（一）网下投资者

本次网下参与簿记建档的对象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簿记建档区间为4.00%-5.30%， 最终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在上述利

率区间范围内确定。 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发行利率确认原则如下：

1、簿记管理人按照合格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至高的原则，对合规申购金

额逐笔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次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

2、若合规申购的累计金额未能达到本次债券发行总额，则簿记建档区间的上限即为发行利率。

（三）簿记建档申购时间

本次债券簿记建档的时间为2016年10月11日（T-1日），参与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必须在2016年10月11日（T-1日）9:

00—15:00之间将《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见附表一）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四）申购办法

1、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

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应注意：

（1）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简称” +“证基” +

“中国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投资组合号码” ，企业年金

基金填写“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

（2）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0.01%；

（3）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数量即是该投资者在该利率的投资需求，不与该利率以下的申购数量进行累加计算

（非累计申购）；

（4）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5）每一申购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100万元（含100万元），并为100万元的整数倍。

2、提交

参与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应在2016年10月11日（T-1日）9:00—15:00之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并电话确

认：

（1）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

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4）主承销商根据申购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上述资料提供不齐全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投资人提交的申购是否有效。每家合格投资者只能报价一次，在未获得

主承销商同意情况下，如投资者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达的合规《网下利

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视为有效，其后到达的均视为无效报价。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

至主承销商处，即构成投资者发出的、不可撤销的、对投资者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申购要约。

申购传真号码：010-68531271、010-68531272

联系电话：010-68531297、010-68531298

联系人：李罡至、陈青青

（五）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在预设的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内确定最终的票面利率，并将于2016年10月12

日（T日）在上证所网站（www.sse.com.cn）和《证券时报》上公告本次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

面利率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次债券。

三、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本次网下发行的对象为符合《管理办法》规定且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

者除外）。 合格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二）发行数量

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人民币3亿元。 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每个合格投资者的最低认购数量为1,000手（1万张，100万

元），超过1,000手的必须是1,000手（1万张，100万元）的整数倍。 每个投资者在《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中填入的

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次债券的发行总额，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的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四）发行时间

本次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2个交易日，即2016年10月12日（T日）和2016年10月13日（T+1日）的09:00-15:00。

（五）申购办法

1、凡参与网下簿记建档的合格投资者，认购时必须持有在登记公司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的投资者，必须

在2016年10月11日（T-1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2、拟参与网下申购的合格投资者通过向簿记管理人传真《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

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进

行申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合格投资者认购意向，根据网下簿记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并向获得网下配售的合

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签订《认购协议》。

（六）配售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簿记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按照价格优先原则，对参与网下询价

的投资者进行配售，如遇到申购量超过可分配额度的情况，在价格优先原则的前提下，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决定长期

合作的投资者优先配售。

（七）资金划付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认购款须在2016年10月13日（T+1日）15:00前足额划至簿记管理

人指定的收款账户。划款时应注明投资者全称和“G16博天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簿记管理人传真划款凭证。对未能在

2016年10月13日（T+1日）15:00前缴足认购款的投资者，簿记管理人有权取消其认购，并处置其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

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收款账户名称：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西安市东新街支行

银行账号：3700012109027300389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102791000040

（八）违约申购的处理

获配有效申购的投资者如果未能在《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内向簿记管理人指定账户足额

划付认购款项，将被视为违约申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

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四、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五、风险揭示

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六、发行人、牵头主承销商及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60号首钢综合楼12A06-08室

联系人：高峰、刘世博、王璟

联系电话：010-82291995

传真号码：010-82291618

2、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受托管理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新华大厦3层

联系人：姜明磊、李雪、薛昊昕、施珊

电话：010-68086722

传真：010-68588615

3、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E座3层

联系人：肖鹏、邱荣辉、杨慧、徐新岳

电话：010-65608299

传真：010-65608450

发行人：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牵头主承销商：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一：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后，即构成

申购人发出的、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请参考

《填表说明》填写）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托管券商席位号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询价利率区间4.00%-5.30%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重要提示：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2016年10月11日9:00时至15:00时之间连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

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传

真：010-68531271、010-68531272；电话：010-68531297、010-68531298。

申购人在此承诺：

1、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2、申购人的申购资格、本次申购行为及本次申购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他适

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并将在认购本期债券后依法办理必要的手续；

3、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数量即是该投资者在该利率的投资需求，不与该利率以下的申购数量进行累加计算（非

累计申购）；

4、申购人在此承诺接受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制定的本次网下发行申购规则；申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按照申购申请表的申

购金额最终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主承销商所确定的最终配售结果和相关费用的安排；

5、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或《认购协议》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

将认购款足额划至簿记管理人通知的划款账户。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

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

损失；

6、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遇不可抗力、监管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

协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7、申购人承诺：本机构承诺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要求的合格投资者。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以下内容不用传真至主承销商处，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1、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填写：一般法人填写其营业执照中的注册号，证券投资基金填写“基金简称” +“证基” +

“中国证监会同意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批文号码” ，全国社保基金填写“全国社保基金” +“投资组合号码” ，企业年金

基金填写“劳动保障部门企业年金基金监管机构出具的企业年金计划确认函中的登记号” 。

2、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0.01%。

3、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数量即是该投资者在该利率的投资需求， 不与该利率以下的申购数量进行累加计算

（非累计申购）。

4、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5、每一申购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100万元（含100万元），并为100万元的整数倍；本期债券的申购上限为3亿

元。

6、票面利率及申购金额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假设

本次债券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6.00%-7.00%。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票面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票面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6.00%】 【1,500】

【6.10%】 【2,000】

【6.20%】 【3,000】

【6.30%】 【3,000】

【6.40%】 【5,000】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6.40%】时，有效申购金额为【13,5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6.40%】，但高于或等于【6.30%】时，有效申购金额【9,5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6.30%】，但高于或等于【6.20%】时，有效申购金额【6,5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6.20%】，但高于或等于【6.10%】时，有效申购金额【3,5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6.10%】，但高于或等于【6.00%】时，有效申购金额【1,5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6.00%】时，该申购要约无效。

7、参与询价认购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在本发行公告要

求的时间内连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加盖公章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并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8、《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并签字，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

位公章，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后，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 若因合格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

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由合格投资者自行负责。

9、参与利率询价与申购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证券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公司

申购本期债券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每家合格投资者只能提交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在未获得簿记管理人同意的情况下，如投资者

提交两份以上（含两份）《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则以最先到达的视为有效，其后到达的均视为无效。

11、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询价与认购，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申购传真号码：010-68531271、010-68531272

联系电话：010-68531297、010-68531298

联系人：李罡至、陈青青

2016年 9 月 30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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