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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7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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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对外

公布的《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武汉

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控股” 、“发行人” 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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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本次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WUHAN� SANZHEN� INDUSTRY� HOLDING� CO.LTD

二、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1076号”文核准。 发行人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的公司债

券。

三、本次债券基本情况

（一）14武控01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4武控01” ，代码为122340。

3.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10亿元，其中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6.5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

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品种，附第3年末公司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8.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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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利率的乘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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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起息日：2014年11月5日（T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5年至2019年每年的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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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 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5年至2017年每年的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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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9年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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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17年11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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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付息、兑付方式：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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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4.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5.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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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

告。

16.债券受托管理人：武汉控股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

17.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4武控01”附第三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权。 发行人在本期债

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 即于2017年11月6日将本期债券第4年和第5年的票面利率调整为4.95%。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14武控01” 公司债券回售申报的统计，

债券持有人有效回售申报数量为43,002手，回售金额为回售公司债4,300.20万元，回售实施完

成后公司债余额变更为60,699.80万元，调整利率为4.95%。（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相

关公告）。

（二）14武控02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公司债券（第二期）。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4武控02” ，代码为136004。

3.发行规模：本次债券发行规模为10亿元，其中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3.5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票面利率：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将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

利率区间内协商确定。

6.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7.债券品种的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品种。

8.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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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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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起息日：2016年6月24日（T日）。

10.付息日期：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7年至2021年每年的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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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兑付日期：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1年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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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息、兑付方式：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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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4.发行时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

为AA+，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15.最新跟踪信用级别及评级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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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

务有限公司将在近期出具本期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

告。

16.债券受托管理人：武汉控股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

人。

17.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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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设立

武汉三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是1997年

经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政（1997）75号文批准，由武汉三镇基建发展有限公司（2003年更名为

“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独家发起，以其下属的宗关水厂和后湖泵站之全部经营性资产

投入，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经1998年4月2日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1998）31号和32号文批准，公司于1998年4月向社

会公开发行股票8,500万股，其中7,721万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779万股向公司职工发行。 社

会公众股7,721万股于1998年4月27日获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职工股779万股获

准于1998年10月28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34,000万股，其中发起人股份25,500

万股，全部为国有法人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75%；社会公众股8,500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

25%。

（二）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1、1999年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于1999年7月20日实施1998年度分配方案，以1998年12月31日总股本34,000万股为基

数，以资本公积金每10股转增2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40,800万股，其中国有法人股30,600

万股，占总股本的75%；流通A股10,200万股，占总股本的25%。

2、2000年配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2000）104号文核准， 公司于2000年8月16日至9月5日实施了

2000年配股方案。 此次配股按1999年末总股本40,800万股计算，每10股配售2.5股，配股价格为

每股人民币10元，配股总数为3,315万股，其中发起人股东武汉三镇基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认

购765万股；向社会公众股配售2,550万股。此次配股获配新增的社会公众股2,550万股于2000年

9月21日起上市流通。 配股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至44,115万股。 其中，国有法人股31,365万股，

占总股本的71.10%；流通A股12,750万股，占总股本的28.90%。

3、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

2006年4月20日，经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公司唯一的非流通股股东水务

集团，以其持有的4,080万股股份作为对价，支付给流通股股东，以获得其所持有非流通股份的

流通权，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持有10股流通股获得3.2股股份。 本

次股改方案实施后，公司控股股东水务集团持股27,285万股，占总股本的61.85%，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合计16,830万股，占总股本的38.15%。

4、2013年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2年3月16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省国资委关于武汉市水务集团与武汉控股进行重大

资产重组可行性分析报告预审核意见的函》》（鄂国资产权函[2012]37号），原则同意该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宜。

2012年3月16日，公司与武汉水务集团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 同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本次重组的预案及

协议。

2012年5月15日，湖北省国资委出具鄂国资产权[2012]134号《省国资委关于武汉三镇实业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及鄂国资产权[2012]131号《省国资委关于武汉

水务集团与武汉控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国有股协议转让的批复》， 正式批准公司本次重组方

案及所涉及的国有股权协议转让。

2012年4月2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组报告书等相关议案，同

日，公司与武汉水务集团签署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2年5月18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武汉市水务集团临

时提案暨关于变更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议案的议案》， 同意调整置入资产和置出

资产的评估金额，以及增发股份的数额。

2012年6月1日，公司召开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了向武汉水务集团进行资产

置换并发行股份支付资产差额的方案， 决定持有的武汉三镇实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98%股权及武汉三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40%股权（置出资产）与武汉水务集团持有的排水公

司100%股权（置入资产）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并以6.65元的价格向武汉水务集团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差额。 如公司股票在该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事项，

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因公司在2013年4月26日实施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从而发生了除权、除息事项，根据

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本次向武汉水务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

整为6.62元/股。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

调整为5.95元/股。

2013年5月31日，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决议有效期六个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有效期一年

的议案》。

2013年6月21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重

新签署《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三）》的议案，同意将置入资产

交易价格调整为231,690.81万元，将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调整为138,371.47万元，置换差额调整

为93,319.34万元，其中93,135.87万元由本公司向武汉水务集团发行股份支付对价，183.46万元

由本公司向武汉水务集团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对价。 本公司向武汉水务集团发行股份的数

量按照双方签署的重组协议及补充协议确定的数量和原则保持不变。

2013年7月22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武汉市武汉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3]963号），对该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予以正式批复。

2013年8月7日，排水公司100%股权、三镇房地产98%股权及三镇物业40%股权在武汉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完成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2013年8月8日，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事项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众环验字[2013]010070号《验资报告》。

2013年8月13日，本次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新增的股份完成登记，公司向武汉水务集

团非公开发行的140,688,600股股份相关证券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5、2013年非公开增发

2012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其中公司在重大资产置换时将

同时采用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以5.98元/股的价格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部分发行股份不超过127,731,

100股股份。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之外的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该部分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

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

2012年6月1日，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议案。

2013年5月31日，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决议有效期六个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关事宜有效期一年

的议案》。

因公司在2013年4月26日实施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从而发生了除权、除息事项，根据

公司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向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调整为5.95元/股。

2013年10月25日，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进行了验资，

出具了众环验字（2013）010093号《验资报告》。

2013年10月30日，本次发行非公开发行股份所新增的股份完成登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增至709,569,692股，其中流通A股44,115万股，限售A股268,419,692股。

二、发行人2017年度经营情况

2017年， 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125,092.14万元， 营业外收入2,816.00万元， 营业成本93,

227.97万元，实现营业利润32,831.88万元，净利润32,354.6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32,794.86万元。

报告期内发行人累计污水处理结算水量60,283.36万吨，各厂结算价格1.99元/吨，实现营

业收入102,531.74万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81.96%。 自来水生产累计供水量31,668.5万吨，结

算价格0.55元/吨，实现营业收入16,910.37万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13.52%。 武汉水务环境实

现营业收入878.13万元，占公司总营业收入的0.70%。

此外，发行人实现营业外收入2,816.00万元；其他收益17,228.55万元，其中：隧道公司运营

成本费用补贴 12,504.96万元。

发行人主要业务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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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来水生产与供应

16,910.37 15,138.06 10.48 -3.14 1.64

减少

4.21

个百分点

城市污水处理

102,531.74 61,950.63 39.58 5.62 8.47

减少

1.58

个百分点

隧道运营业务

0.00 11,238.15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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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来水

16,910.37 15,138.06 10.48 -3.14 1.64

减少

4.21

个百分点

污水处理

102,531.74 61,950.63 39.58 5.62 8.47

减少

1.58

个百分点

隧道运营

0.00 11,238.15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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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

120,730.55 89,538.56 25.84 1.39 3.16

减少

1.2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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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人民币

项目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增减率（

%

）

资产总额

10,471,797,260.18 8,621,738,217.50 21.46%

负债总额

5,448,846,092.30 3,843,410,318.14 41.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5,022,951,167.88 4,778,327,899.36 5.12%

总股本

709,569,692.00 709,569,692.00 -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发行人资产总额为104.72亿元， 较年初增加21.46%； 负债总额为

54.49亿元，较年初增加41.77%，主要是发行人为生产经营需要适当的增加了银行借款所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50.23亿元，较年初增加5.1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

）

营业收入

1,250,921,369.14 1,198,104,193.76 4.41%

营业利润

328,318,779.72 113,388,982.91 189.55%

利润总额

356,050,020.43 333,317,879.59 6.8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7,948,552.15 300,676,486.75 9.07%

2017年度，发行人营业收入为12.5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4.41%；营业利润为3.28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长189.55%，主要是由于根据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

号———政府补助》，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由计入营业外收支改为按照经济业务实质，

计入其他收益所致；利润总额为3.5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82%；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为3.2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07%。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金额单位：元人民币

项 目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增减率（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485,827.40 205,718,826.48 -25.8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6,526,513.39 -466,445,591.83 177.9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93,520,421.05 162,649,810.09 695.28%

2017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2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5.88%；发

行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97亿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77.96%，主要是发行人污

水建设项目投资增加所致；发行人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2.94亿元，较上年同期上

升695.28%，主要是因为报告期内银行借款规模增加。

第三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发行人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1076号文批准，于2014年11月7日完成

了2014年第一期6.5亿元公司债的发行工作， 于2016年6月27日完成了2014年第二期3.5亿元公

司债的发行工作。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募集资金

总额

2017

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

资金总额

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14

武控

01 650,000,000 13,822,075.00 650,000,000.00 0.00

发行人本年度已累计使用的公司债资金均严格按

公司审批程序及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 使用计

划及其他约定规范使用。

14

武控

02 350,000,000 130,300,000.00 350,000,000.00 0.00

发行人本年度已累计使用的公司债资金均严格按

公司审批程序及募集说明书承诺的用途、 使用计

划及其他约定规范使用。

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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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的用途和

使用计划一致。

第四节 本次债券利息偿付情况及回收情况

2014年11月7日发行人完成2014年第一期6.5亿元公司债的发行工作。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5

年，附第3年末公司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时完成

本期债券利息的偿付（详见2017年10月30日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报告期

内， 发行人将本期债券第4年和第5年的票面利率调整为4.95%（详见2017年9月26日上交所网

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对 “14武控

01” 公司债券回售申报的统计，债券持有人有效回售申报数量为43,002手，回售金额为回售公

司债4,300.20万元，回售实施完成后公司债余额变更为60,699.80万元，调整利率为4.95%。 （详

见2017年10月31日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2016年6月27日发行人完成2014年第二期3.5亿元公司债的发行工作。 本期债券的期限为5

年。报告期内，发行人已按时完成本期债券利息的偿付（详见2017年6月17日上交所网站www.

sse.com.cn相关公告）。

第五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2017年度，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六节 公司债券担保人资信情况

本次债券无担保。

第七节 本次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经上海新世纪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债券

的信用等级为AA+。 上海新世纪出具了《2014年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信

用评级报告》，该评级报告在上海新世纪网站（http://www.shxsj.com）予以公布。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评级行业惯例以及上海新世纪评级制度相关规定，自首次评

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上海新世纪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级别有效

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

变化以及本期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 跟踪评级

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上海新世纪将于发行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两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

期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发行主体发生可能影响本期债

券信用级别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上海新世纪，并提供相关资料，上海新世纪将就该事项进

行调研、分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2018年4月11日，根据评级机构上海新世纪出具的《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及（第二期）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18]100027），维持公司的

主体信用等级为AA+，债券信用等级为AA+。 详细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跟踪评级报告。

第八节 负债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第九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2012年10月，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已将其与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江隧道公司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的纠纷事项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2004年11月26日，长江隧道工程项目设

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单位中铁隧道集团有限公司联合体与长江隧道公司签订了《武汉长江隧道

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书》，承担武汉长江隧道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工作。中隧集

团作为联合体成员之一，认为其在实施武汉长江隧道工程过程中，由于市场的异常波动，出现

了材料、人工等生产要素大幅涨价以及其它一些双方人力不可控制的因素，导致工程费用大

幅增加，远超过其承受能力，因此就其自身分劈部分工程款的结算事宜独立向武汉仲裁委员

会提出仲裁申请，申请长江隧道公司向中隧集团支付拖欠工程款17,604.988万元。 详见上交所

网站www.sse.com.cn2012年10月24日公司相关公告。

发行人在确认应付款时已充分考虑到上述中隧集团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的

情况，截止2017年12月31日，发行人应付长江隧道工程暂估工程款为19,845.2934万元，该应付

工程款已包含中隧集团向武汉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 “支付拖欠工程款17,604.9880万

元” ，因此无需再额外计提预计负债。（详见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2018年5月5人日《武汉

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

的回复公告》）

发行人已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截至年报披露日，上述仲裁申请尚无进展。

三、 相关当事人

2017年度，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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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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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3� � � �证券简称：美锦能源 公告编号：2018-053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

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美锦能源，股票代码：000723）已于2018年3月27日开市起

停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7日、2018年4月3日、2018年4月12日、2018年4月19日、

2018年4月26日、2018年5月7日、2018年5月14日、2018年5月21日、2018年5月28日、2018年6月4

日披露的《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20）、《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28）、《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1）、《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3）、《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继续停牌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38）《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39）、《重大资产

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3）、

《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0）。

目前，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策划论证可行方案，进行审计、评估等工作。 鉴于该事项

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引起公司股价波动，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8年6

月11日（星期一）开市时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美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8日

证券代码：002872� � � �证券简称：天圣制药 公告编号：2018-064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4号：上市公司停复牌业务》

等有关规定，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天圣

制药；股票代码：002872）于2018年4月3日开市起停牌，并于同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 4月12日、4月19日、4月26日，公司分别披露了《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1、2018-023、2018-035）。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相关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经公司申请， 深圳证券交易所同

意，5月2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1），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5月9日、5月16日、5月23日、5月30日，公

司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2018-050、

2018-055、2018-060）。

公司于2018年6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

期复牌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股票继续停牌。 经公司申请，深圳证券交易

所同意，6月4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8-062），公司股票

自2018年6月4日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的时间预计不超过1个月，累计停牌时间自首次停

牌之日起不超过3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权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公司将及时披

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累计未超过3个月的，公司承诺自公

司股票复牌之日起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披露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鉴

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天圣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6月8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欲了解以下项目详情，请登陆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或中国产权交易报价网网站www.ma-china.org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北京总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张女士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国际并购业务联系电话：010-51918836任先生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

万元

)

净资产

(

万元

)

项目简介 挂牌价格

(

万元

)

【

Q318SH1014814

】 上海盛莲置业有限公司

25%

股权

28705.82 25374.65

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房地产开发、室内外装璜

服务；建材、装潢材料批发零售、代购代销。

6343.6700

【

G32018SH1000150

】 上海嗨修汽车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

股权

12600.00

注册资本：

892.35

万元经营范围：从事汽车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从事“电子、计算机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汽车及配件、汽摩配件、汽车饰品、汽车美容用品等等。

1330.6300

【

G32018SH1000013

】 西藏山南华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038.98 2004.73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经营范围：农业投资、矿业投资、城市及农村基

础建设投资、水电开发投资、土地开发投资、商业和服务业投资、旅游开

发投资、畜牧业投资。

2004.7300

【

GR2018SH1000297

】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资产（两辆

公务用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10.3000

【

GR2018SH1000296

】

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部分资产（六辆公务

用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66.9700

【

Q318SH1014810-2

】 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

股权

81216.28

注册资本：

8686.66

万元经营范围：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承办展览展示；

版权代理；动漫设计；计算机技术推广服务；市场调查；设计、制作、代

理、发布广告；销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电影摄制；从事互联网文化活

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73094.6500

【

Q318SH1014809-2

】 广西皇氏甲天下食品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4474.15 14466.15

注册资本：

14000.00

万元经营范围：生产销售：乳制品、饮料、糕点；批发

兼零售：预包装食品；；乳制品、果汁饮料生产的投资与管理；进出口贸

易；房地产开发经营。

13019.5400

【

GR2018SH1000188-2

】

上海市浦东新区桃林路

777

、

779

号（鄂尔多斯

艾力大厦）第十四层

1406

室房产租赁权

租赁面积

85.82

平方米

26.9400

【

G32018SH1000149

】 靖远第二发电有限公司

51.22%

股权

287722.56 136730.44

注册资本：

130500.00

万元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热力

设备运行维护、检修、监理；电力输配、购销、售电业务；电力相关副产品

开发、经营；与上述经营内容相关的项目投资、管理咨询、技术服务等业

务。

70033.3314

【

G32018SH1000148

】 中铁国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

股权

1.40

详见交易所网站

0.6300

【

Z318SH10G0113

】

北京市超音波总公司、北京超音波电器城有

限公司

2

户债权

注册资本：

0.00

万元经营范围：销售冷饮、食品；销售五金交电、建筑材

料、金属材料、百货等。 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销售五金交电、百货、包

装食品、工艺美术品。 具体以工商登记为准。

【

GR2018SH1000242-2

】

上海体育场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北海路

42

号海伦公寓

A

幢

701-732

、

801-832

、

901-932

住宅）及关联

债权

建筑面积

4194.16

平方米

2017.7729

【

G32018SH1000147

】

上海奇想青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10

万股股份（占总股本的

8.5%

）

31586.29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经营范围：从事新材料领域内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水性涂料，胶粘剂，普通机械设备，印刷耗材生产加工，化

工原料及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销售。

3624.3954

【

G32018SH1000088-2

】 襄垣县唐宝精煤有限责任公司

51%

股权

1492.69 1443.01

注册资本：

1100.00

万元经营范围：煤炭洗选业；精煤、中煤、泥煤、矸石、

煤炭销售；设备租赁、场地出租。

663.0000

【

G32018SH1000106

】

苏州中华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

股权

及转让方对苏州中华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1006.148784

万元债权

125200.74 48177.30

注册资本：

48000.00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 商品房的销售、

租赁、设计。

119183.4453

【

Q318SH1014813

】 上海翔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7%

股权

2674.00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经营范围：水利工程，招投标咨询。

72.1980

【

Q318SH1014812

】 上海杰诚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

20%

股权

289.10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经营范围：劳动保障咨询服务，劳动争议代理，劳

动人事代理，国内企业劳务派遣，职业发展信息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和

开发，会务服务，商务服务，企业管理策划，人力资源外包。

57.8200

【

G32018SH1000146

】 上海金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30%

股权

169.90 64.44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经营范围：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会务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旅

游咨询，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展览展示服务，汽车销售，游艇租赁，食

品流通。

30.0000

【

GR2017SH1000630-2

】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部分资产

(

上海市浦

东新区张杨路

1328

号

601

室

)

建筑面积

153.12

平方米

833.5110

【

GR2018SH1000295

】

国华太仓发电有限公司部分资产（一辆苏

EJ8879

别克

GL8

小型普通客车）

详见交易所网站

3.0000

【

Z318SH10G0112

】 信盛（无锡）物流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债权

注册资本：

750.00

万元

@

经营范围：物流设备安装；机械式停车设备、立

体仓库系统工程设备、货架、仓储设备、钢结构及金属制品、输送设备的

设计、制造，提供本公司产品的售后维修服务。

【

Q318SH1014796-2

】

宁波高教园区国际会议交流中心开发有限公

司

100%

股权

56173.15 56146.37

注册资本：

30300.02

万元

@

经营范围：会务服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室内

外装饰；物业管理服务；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五金材料、金属材料的批

发、零售。

50531.7357

【

Z318SH10G0111

】 北京辉煌时代东海餐饮有限公司贷款债权

1285.00

注册资本：

1283.20

万元

@

经营范围：餐饮服务；零售卷烟、雪茄烟；餐饮

管理；酒店管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

600.0000

【

G32018SH1000145

】 中船重工杰瑞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40%

股权

120206.80 120203.77

注册资本：

30000.00

万元

@

经营范围：电子器件、电源设备和部件、电子

操控部件及设备、自动控制设备、计算机软硬件、机电设备和能源装备

的设计、开发与生产；集成电路设计及封装；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设计、

开发和维护；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的设计、施工与维

护；智能交通设备和系统、交通设施、标线、照明设备及系统、安防和网

络设备的设计、开发以及相关工程设计、施工和维护；工业机器人、石油

勘探装备、工业自动化机械、信息控制系统、产品的研发、生产、技术服

务及工程承包；塑料型材挤出模具、防火保温材料研发、生产、技术服务

及工程承包；塑料型材及塑料门窗生产、技术服务；通信导航、定位定

向、石油电子、工业自动化、船舶电子、软件工程、信息与控制、工控机系

统设备及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工程承包；工控机、测控设备与系统

销售与系统集成；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实业投资；企业资产管理服

务。

48081.5080

【

G32018SH1000130

】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中

532,

410.6012

万元出资额的对应股权

6466134.08 3435074.61

注册资本：

3041303.56

万元

@

经营范围：海南省境内铁路、湛江至三亚间

铁路工程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铁路内外建筑工程咨询、勘测设计、施

工和维修；铁路运输服务，轮渡运输服务，铁路、公路、航空、水运联合运

输服务，车辆滚装服务；铁道运输设备维修和经营，铁路工装设备制造、

销售、安装；物流业务；仓储装卸业务；铁路货物、行包联运寄存服务；房

地产投资及开发；自有房屋、土地租赁，机械设备租赁；建材、五金交电、

电子产品、纺织品、日用百货、工艺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土特产品、

农副产品、水产品、饲料、化肥销售；黑色金属矿、有色金属矿、非金属矿

的原矿石及其矿产品销售；物资采购供应与回收；铁路站、车、轮渡服

务，铁路餐饮加工配送；票务代理服务；酒店管理及其服务；餐饮服务；

会议会展服务；清洁服务、洗涤服务；种植业；园林养护，停车场服务；商

品贸易、免税商品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广告业务；旅游

业务；科技开发及技术培训服务；经济信息服务。

601623.9794

G32018SH1000144-0

珠海中冶名恒置业有限公司

30%

股权及转让

方对标的企业相关债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139-0

上海药房股份有限公司

875

万股股份（占总股

本的

25%

）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136-0

云南

CY

集团有限公司

70%

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133-0

北京世纪元亨动物防疫技术有限公司

84%

股

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G32018SH1000127-0

上海丝绸集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52%

股权 详见交易所网站

项目名称：孝天养老服务融资项目 项目编号：

201804240001

孝天养老服务基地项目总投资

5.9

亿元，总占地面积

400

亩，建筑面积

17

万平方米，设置床位

2500

张。 项目主要由老年专业护理中心、社区管理中心、孝子园区、老年文化俱乐部、老年公寓区、农业观光生态园组成。

2013

年，公司项目被列为湖北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孝感市政府事关全局的一百个重大工程项目和孝南区

100

个重点建设项目。 同年，湖北省国土资源厅、湖北省改革委员会联合行文批准项目用地

20

公顷。

随着公司业务的扩张，公司寻求有实力的战略合作伙伴联手经营养老产业，充分发挥企业优势。

联系人：上海联交所市场服务部 王悦联系电话：

021-62657272-171

项目名称：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 项目编号：

G62018SH1000022

、

G32018SH1000130

海南铁路混合所有制改革项目（项目编号：

G62018SH1000022

、

G32018SH1000130

）已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正式挂牌，项目信息详见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suaee.com

。

联系人：

朱逸格，联系电话：

010-51915380

、

13810827889

；

黄昕宇，联系电话：

010-51915336

、

18600347116

。

发行人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联发大厦）

债券受托管理人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2018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