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5

2020年 4 月 10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永莘路北）

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受托管理人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签署日期：2020�年4月 8日

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事项提示

1、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 ）已于2018年4月25日获得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753号” 文核准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20亿元的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

发行人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其中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为本次债券的第三期发行，发行规

模为不超过4.24亿元（含4.24亿元），剩余部分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

行完毕。

2、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4.24亿元（含4.24亿元），每张面值为100元，发行价格为人

民币100元/张。

3、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中的机

构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及合格投资者中的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

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及合

格投资者中的个人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4、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 发行人本期债券评级为AA+， 主体评级为

AA+。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241.86亿元（截至2019年9月30日合并报表

中所有者权益合计），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45.86%，母公司口径资产负债率为65.06%；公司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248,813.20万元 （2016年、2017年及2018年合并报

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发行人

在本期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5、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

请。本期债券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交易（以下简称

“双边挂牌” ）的上市条件。但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

等情况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投资者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回售予本公

司。因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

期债券不能在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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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担保情况：发行人控股股东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

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8、特殊权利条款：

（1）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2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1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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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

整选择权，则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2）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公告的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

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9、本期债券的询价区间为7.00%-8.00%，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2020年4月13日（T-1日）

向网下合格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并根据利率询价情况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发行

人和主承销商将于2020年4月14日（T日）在《证券时报》、深圳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

cn）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敬请投资者

关注。

10、本期债券面向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合格A股证券

账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发行，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机构投资

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情况进行配售，具体配售

原则请详见本公告之“三、网下发行”之“（六）配售”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圳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进行。

11、本期债券代码为“149097” ，债券简称为“20万集01” 。网下发行对象为拥有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合格A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者通过向

簿记管理人提交《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合格机构投资者

网下最低申购单位为500万元，超过500万的必须是100万的整数倍，簿记管理人另有规定的除

外。

12、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账户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代违规融

资认购。 投资者认购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3、敬请投资者注意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

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14、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项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

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请仔细阅读《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2020年4月10

日（T-2日）的《证券时报》上。与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查询。

15、发行人非深交所上市公司，不存在业绩下滑或重大违法违规影响发行及上市条件。

16、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

易的基本条件。

17、有关本期债券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证券时报》、深圳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及时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义

除非特别提示，本公告的下列词语含义如下：

万达集团

/

集团公司

/

本公司

/

公司

/

发

行人

指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

母公司

/

万达控股 指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或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或董事会

监事或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或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泰

证券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登记机构、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次债券、本次公司债券 指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8

〕

753

号”核准，在境内分期公开发行的本金总额不

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公司债券的公开发行

本期债券 指 本期发行总额为不超过

4.24

亿元（含

4.24

亿元）的公司债

本期发行 指 本期公司债券的公开发行

募集说明书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摘

要》

债券持有人 指 根据债券登记托管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登记拥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法律意见书 指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

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余额包销 指

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作为发行人）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关于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之承销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规定，在规定的发

行日后，将未售出的本公司债券全部自行购入

簿记建档 指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利率（价格）区间后，承销团成员

/

投资人发出

申购定单， 由簿记管理人记录承销团成员

/

投资人认购债务融资工具利率

（价格）及数量意愿，按约定的定价和配售方式确定最终发行利率（价格）

并进行配售的行为。集中簿记建档是簿记建档的一种实现形式，通过集中

簿记建档系统实现簿记建档过程全流程线上化处理

公司章程 指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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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

人） 关于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

报告期

/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及

2019

年

1-9

月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 指

2016

年末、

2017

年末、

2018

年末及

2019

年

9

月末

最近三年 指

2016

年、

2017

年和

2018

年

最近两年 指

2017

年和

2018

年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假日或休息日）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法定假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假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省的法定假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亿元

注：本公告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一、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4.24亿元（含4.24亿元）。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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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

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2年固

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2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

利率为存续期内前2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1年固定不变。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2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1年

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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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

选择权，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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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公告的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

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8、回售登记期：发行人将于回售登记期起始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具体回售安排的公告。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于发行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发布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 债券持有人的回

售申报经确认后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

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

定。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

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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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 由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具

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发行对象为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合格A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11、配售规则：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合格机构投资者

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配售原则如下：按照投资者的申购

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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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簿记

管理人有权根据申购时间、长期合作等因素公平配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决定各期债券

的最终配售结果。

12、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3、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20年4年14日。

14、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3年每年的4年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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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2年每年的4年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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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4年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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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2年4年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6、利息登记日：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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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

的利息。

15、还本付息方式：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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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

息，本金自到期日起不另计利息。

17、利息支付金额：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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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率的乘积。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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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担保情况：发行人控股股东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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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名称：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账号：15000093136074

21、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

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的发行由主承销商中泰证券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3、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债券受托管理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到期或者投资者进行回售的公司债券。

26、拟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27、质押式回购：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级，不符合

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28、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

款由投资者承担。

29、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2

日

（

2020

年

4

月

10

日）

披露募集说明书摘要、发行公告

T-1

日

（

2020

年

4

月

13

日）

网下询价（簿记）

确定票面利率

T

日

（

2020

年

4

月

14

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下发行起始日

+

截止日

获得配售的投资者于当日

17:00

之前将认购款划至簿记管理人专用收款账户

T+1

日

（

2020

年

4

月

15

日）

发行结果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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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下向合格机构投资者利率询价

（一）网下投资者

本期网下利率询价的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股证券

账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二）利率询价预设期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预设区间为7.00%-8.00%%，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

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

确定。

（三）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2020年4月13日 （T-1日）， 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

2020年4月13日（T-1日）9:00-11:00将《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

表》” ）（见附件）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经发行人、簿记管理人和参与询价的投资者等簿记

参与方协商一致，可以延长网下利率询价时间或取消发行。

（四）询价办法

1、填制《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机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

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1）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询价区间内填写询价利率；

（2）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3）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0.01%；

（4）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5）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500万元（含500万元），并为100万的整数倍；

（6）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

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2、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应在2020年4月13日（T-1日）9:00-11:00点，将以下文件

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并电话确认：

（1）《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在同一页纸上）；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簿记管理人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即具有法律约

束力，不得撤回。

认购传真：010-59013930；010-59013931

咨询电话：010-59013996；010-59013997

3、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并将于2020年4

月14日（T日）在《证券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本期债券最终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

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下发行

（一）发行对象

本次网下发行对象为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的

合格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二）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行规模为不超过4.24亿元（含4.24亿元），每个合格机构投资者的最低认购单位

为5,000手（500万元），超过5,000手的必须是1,000手（100万元）的整数倍。每个投资者在《网

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四）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1个交易日，即2020年4月14日的9:00-17:00。

（五）申购办法

1、 参与本期债券网下申购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有

关的法律责任。

2、凡参与本期债券网下申购的合格机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股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必须在2020年4月13日（T-1

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3、欲参与网下认购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簿记管理人，簿记管理人

根据网下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认购意向， 与合格机构投资者以簿记建档方式确定认购数量，并

向获得配售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

4、参与网下询价及申购的各合格机构投资者应在2020年4月13日（T-1日）9� :00-11:00间

将以下加盖单位公章或业务专用章（注：若是业务专用章请提供该业务专用章的备案文件或

者是该业务专用章的授权范围或使用范围的证明文件比如授权书等材料） 资料传真至簿记

管理人处：

（1）《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在同一页纸上）；

（3）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4）簿记管理人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六）配售

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及网下发行期间合格机构投资者申购申请情况对所有有

效申购进行配售，合格机构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累计有效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合格机构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申购

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申购

利率相同且在该利率上的所有申购不能获得足额配售的情况下， 按照等比例原则进行配售，

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优先；参与网下询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在最终发行

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申购意向将优先得到满足。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有权决定本期债

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七）缴款

获得配售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申购款， 申购款须在2020年 4月14日（T

日）17:00前足额划至簿记管理人指定的收款账户。划款时请注明合格投资者全称和“20万集

01”字样，同时向簿记管理人传真划款凭证。

户名：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602003019200186105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济南历下支行

大额支付系统号：102451000301

（八）违约的处理

获得配售的合格机构投资者中如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向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指定账户

足额划付申购款项，将被视为违约。簿记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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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提示

主承销商就已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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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五、申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六、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一）发行人：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尚建立

住所：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永莘路北

联系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民丰路158号万达大厦

电话：0546-2896577

传真：0546-8744869

联系人：王志杰

（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5层

电话：010-59013955

传真：010-59013945

联系人：徐礼兵、杨舒然、赵常村

发行人：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1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发行公告（如有）及填表说明。

2

、本表一经认购人完整填写，且加盖单位公章或业务专用章后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即对认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未经

与发行人及簿记管理人协商一致不可撤销。认购人如需对已提交至簿记管理人处的本表进行修改的，须征得簿记管理人的

同意，方可进行修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修改后的本表。

3

、认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簿记管理人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4

、债券简称“

20

万集

01

”，债券代码“

149097

”。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证券账户名称（深圳） 证券账户号码（深圳）

利率询价及认购信息（非累计投标）

【债券期限】

2+1

年期，【利率区间】

7.00%-8.00%

认购利率（

%

）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比例限制（

%

）

�����重要提示

:

将此表填妥后，合格投资者应在

2020

年

4

月

13

日（

T-1

日）

9:00~11:00

间将以下资料加盖单位公章或业务专用章（注：若是

业务专用章请提供该业务专用章的备案文件或者是该业务专用章的授权范围或使用范围的证明文件比如授权书等材料）传

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

1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

2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在同一页纸上）；

（

3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

4

）簿记管理人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认购传真：

010-59013930

；

010-59013931

咨询电话：

010-59013996

；

010-59013997

认购人在此承诺及确认：

1

、认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2

、认购人确认并承诺，在参与本期债券的认购前，已通过开户证券公司债券合格投资者资格认定，具备认购本期债券的

合格投资者资格，知晓本期债券信息披露渠道，并仔细阅读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等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及《债券市场合格投资

者风险揭示书》（附件二）所刊内容，充分了解本期债券的特点及风险，经审慎评估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财务能力，同意参与本

期债券的认购，并承担相应的风险，且认购账户具备本期债券认购与转让权限。

3

、认购人同意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所确定的最终债券配售结果；簿记管理人

向认购人发出《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配售缴款通知书》（简称“《配售缴

款通知书》”），即构成对本认购要约的承诺；

4

、认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

主承销商通知的划款账户。如果认购人违反此义务，簿记管理人有权处置该违约认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本认购

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二的比例向簿记管理人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簿记管理人由此遭受的损失；

5

、认购人理解并接受，如遇有不可抗力、监督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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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行；

6

、每一认购（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认购（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新增投资

需求；

7

、认购人承诺遵守行业监管要求，本次各配售对象认购金额不超过其所对应的资产规模和资金规模；认购人承诺本次

认购的资金来源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8

、本次认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它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的要求，

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认购人确认，本次认购资金（ ）是（ ）否 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发行人及其利益相关

方，或配合发行人以代持、信托等方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向其他相关利益主体输送利益，或接受发行人及其利益相关方的财

务资助。

9

、认购人已阅知《合格投资者确认函》（附件一），并确认自身属于（ ）类投资者（请填写附件一中投资者类型对应的字

母）。

若投资者类型属于（

B

）或（

D

），且拟将主要资产投向单一债券的，请打钩确认最终投资者是否为符合基金业协会标准规

定的合格投资者。（ ）是 （ ）否

10

、认购人确认：（ ）是 （ ）否 属于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超过

5%

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

11

、本期债券认购过程中，认购人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关于规范公司债券发行有关事项的通知》（上证发〔

2019

〕

115

号）

和《关于规范公司债券发行有关事项的通知》（深证上〔

2019

〕

821

号）中所列禁止性事项。

12

、认购人承诺遵循独立、客观、诚信的原则进行合理报价，不存在协商报价、故意压低或抬高利率、违反公平竞争、破坏

市场秩序等行为。

（单位盖章）

【】年【】月【】日

附件一：（以下内容不用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但应被视为本申请表不可分割的部分，填

表前请仔细阅读， 并将下方投资者类型前的对应字母填入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中）

合格投资者确认函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及交易所关

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之规定，请确认本机构的投资者类型，并将下方投资者类型前的对

应字母填入《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中：

（A）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包括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

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

（B）上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

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经行

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如拟将主要资产投向单一债券，请同时阅读下方备注项）

（C）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D）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1、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

2、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

3、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如为合伙企业拟将主要资产投

向单一债券，请同时阅读下方备注项）

（E）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认可的其他投资者。请说明具体类型并附上相关证明文件（如

有）。

备注：本确认函所称金融资产，是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

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附件二：（以下内容不用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但应被视为本申请表不可分割的部分，填

表前请仔细阅读）

债券市场合格投资者风险揭示书

一、总则：参与债券投资或交易具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放大交易风险、质

押券价值变动风险、政策风险及其他各类风险。

二、投资者适当性：投资者应当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投资的资金来源、实际需求、风险承

受能力、投资损失后的损失计提、核销等承担损失方式以及内部制度（若为机构），审慎决定

参与债券投资或交易。

三、信用风险：投资者参与债券投资或交易将面临债券发行人无法按期还本付息的风险。

如果投资者购买或持有资信评级较低的信用债，将面临显著的信用风险。

四、市场风险：投资者参与债券投资或交易将面临由于市场环境或供求关系等因素导致

的债券价格波动的风险。

五、流动性风险：投资者参与债券投资或交易将面临在短期内无法以合理价格买入或卖

出债券，从而遭受损失的风险。

六、放大交易风险：投资人利用现券和回购两个品种进行债券投资的放大操作，从而放大

投资损失的风险。

七、质押券价值变动风险：投资者在参与质押式回购业务期间需要保证回购标准券足额。

如果回购期间债券价格下跌，标准券折算率相应下调，融资方将面临标准券欠库风险。融资方

需要及时补充质押券避免标准券不足。投资者在参与质押式协议回购业务期间可能存在质押

券价值波动、分期偿还、分期摊还、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导致质押券贬值或不足的风险。

八、操作风险：由于投资者操作失误，证券公司或结算代理人未履行职责等原因导致的操

作风险。

九、政策风险：由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交易所规则的变化、修改等原因，可能会对投资

者的交易产生不利影响，甚至造成经济损失。对于因交易所制定、修改业务规则或者根据业务

规则履行自律监管职责等造成的损失，交易所不承担责任。

十、不可抗力风险：因出现火灾、地震、瘟疫、社会动乱等不能预见、避免或克服的不可抗

力情形给投资者造成的风险。

重要声明：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尽列明债券交易的所有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债券投资或交易前， 应认真阅读债券上市说明书以及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并

做好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确定自身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避免因参与债券投资或交易而

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不需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但应被视为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

前请仔细阅读）

1、 参与本期发行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投资者应认真填写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

表》。

2、本期债券的认购上限为4.24亿元；

4、认购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精确到0.01%；

3、每个认购利率上对应的认购金额不得少于【500】万元，超过【500】万元的应为【100】

万元的整数倍；

4、每一认购（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认购

（询价）利率时，投资者的新增投资需求；

5、认购利率及认购金额的填写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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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3.20%-4.50%，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认购利率分别认

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非累计投标）

认购利率（

%

） 认购金额（万元）

3.50 1,000

3.70 3,000

4.00 5,000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4.00%时，有效认购金额为9,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4.00%，但高于或等于3.70%时，有效认购金额4,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3.70%，但高于或等于3.50%时，有效认购金额1,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3.50%，有效认购金额为零。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永莘路北）

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簿记管理人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签署日期：2020年4月8日

声明

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期发行的简要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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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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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说明书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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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人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保证募集说明

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主承销商已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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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承销商承诺募集说明书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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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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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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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发行所作的任何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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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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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说明书及债券受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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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

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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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受托管理人承诺，在受托管理期间因其拒不履行、延迟履行或者其他未按照相关

规定、约定及债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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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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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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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说明书

中列明的信息和对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 投资者若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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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券

时，应特别审慎地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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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中的“风险因素” 有关章节。

一、2018年4月25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753号” 文核准，公司获准面向合格

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次公司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本期债

券为本次债券的第三期发行。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4.24亿元（含4.24亿元），剩余部分自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发行完毕。

二、发行人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不超过4.24亿元（含4.24亿元），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241.86亿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计），合并口径资产负债率为45.86%，母公司口

径资产负债率为65.06%；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248,813.20万元（2016年、2017年及2018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请参见发行公告。

三、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国家施行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及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的

综合影响，市场利率水平的波动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同时，债券属于利率敏感型投资品种，由

于本期债券采用固定利率且期限较长，可能跨越一个以上的利率波动周期，市场利率的波动

使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的实际投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管理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

中的机构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和合格个人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

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中的机构投资者参与交易，其他类型投资者认购

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五、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由于具体上市审批事

宜需要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方能进行，并依赖于有关主管部门的审批或核准，公司目前无

法保证本期债券一定能够按照预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且具体上市进程在时间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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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亦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在交易所上市后本期债券的持有人能够随时

并足额交易其所持有的债券。

六、本期发行结束后，公司将尽快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本期债券符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交易（以下简称“双

边挂牌” ）的上市条件。但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现金流和信用评级等情

况可能出现重大变化，公司无法保证本期债券双边挂牌的上市申请能够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若届时本期债券无法进行双边挂牌上市，投资者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回售予本公司。因

公司经营与收益等情况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债券投资者自行承担，本期债

券不能在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外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

七、 本期债券由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定，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主体评级为AA+，评级展望为

稳定。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发行人控股股东，如果本期债券存续期间万达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经营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将有可能影响其对于本期债券的担保能力，从而影响债券

持有人的利益。

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评级为AA+，本期债券的债

券信用评级为AA+，说明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不大，违约风险

很低。考虑到信用评级机构对发行人和本期债券的评级是一个动态评估的过程，如果未来信

用评级机构调低对发行人主体或者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本期债券的市场价格将可能随之发

生波动从而给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造成损失，甚至导致本期债券无法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

交易流通。

九、在本期债券评级的信用等级有效期内，资信评级机构将对公司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

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与不定期跟踪评级。跟踪评级期间，资信评级机构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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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发行人履行债务的

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资信评级机构将及时在评

级机构网站公布跟踪评级结果与跟踪评级报告，同时报送发行人及相关监管部门，并由发行

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及指定媒体予以公告，且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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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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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持有人认购或购买或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次债

券之行为均视为同意并接受本公司为本次债券制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十一、为明确约定发行人、债券持有人及债券受托管理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

公司聘任了中泰证券担任本次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订立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投资者认购、 交易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次债券视作同意公司制定的 《债券受托管理协

议》。

十二、公司主营目前资产质量良好，盈利能力和现金获取能力强，能够按时偿付债务本

息，且发行人在近三年与主要客户发生的重要业务往来中，未曾发生严重违约。在未来的业务

经营中，本公司将秉承诚信经营的原则，严格履行所签订的合同、协议或其他承诺。但在本期

债券存续期内，如果由于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行业自身的运行特点等客观因素导致发行

人资信状况发生不利变化，将可能使本期债券投资者的利益受到不利影响。

十三、发行人短期偿债压力较大。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发行人流动负债分别为1,324,478.93

万元、1,513,772.06万元、1,229,283.23万元和1,271,765.82万元，占负债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9.31%、

67.81%、57.49%和61.53%，主要由短期借款、短期融资券等银行间市场债券及正常商业往来的

应付票据构成。发行人存在流动负债占比较高的风险，短期偿债压力较大，如果未来宏观经济

环境或者融资环境发生大幅度变化，可能对发行人的短期偿债能力产生影响，进而对发行人

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及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

十四、发行人控股股东借款规模较大。截至2019年9月末，公司其他应收款为184,737.66万

元，其中控股股东的借款为130,000.00万元，占比70.37%；长期应收款为218,718.03万元，其中控

股股东的借款为218,718.03万元，占比100.00%。母公司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发行人的借款

主要用于母公司项下项目的建设运营。母公司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借款将逐步得到

偿还。若资金的偿还时间得不到保障，这可能会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十五、石油炼制及油品销售业务为发行人主营业务主要组成部分，对宏观经济环境、地区

及全球经济的周期性变化、消费需求、原材料的价格及供给情况、替代产品的价格及供给情况

等因素比较敏感，上述部分或全部因素对发行人的产品及业务产生影响。发行人生产所需原

材料主要包括原油、燃料油等，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尤其是原油价格波动，可能会对发

行人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十六、发行人投资经营的项目均以扩大生产为目的而投资建设，部分项目建设周期长，投

资额大，资金需求量大。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投资性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95,

235.31万元、-263,164.69万元、119,694.04万元和-53,985.87万元。 随着在建项目不断建成投产，

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将逐渐减少，但短期内公司仍将面临一定的资本性支出压力较大的风险。

十七、截至2019年9月末，发行人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额度为166.61亿元，其中已使用

授信额度为110.50亿元，尚未使用授信额度56.12亿元，占总授信额度的比例为33.68%。如果由

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凭借自身良

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本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

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获得的银

行授信不具备强制执行性，发行人存在无法实现授信以取得融资的风险。

十八、截至2019年9月末，发行人受限资产金额共计为622,485.26万元，占当期总资产的比

例为13.93%，主要为货币资金、机器设备、土地和房产。发行人资产受限用于业务开展中的融

资，如果未来发生重大经营变化，发行人将面临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十九、截至2019年9月30日，发行人对外担保余额99,508.27万元，占同期净资产的比例为

4.11%，其中发行人对山东胜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通集团” ）及其子公司担保余额

为90,308.27万元。根据胜通集团于2019年4月18日披露的《山东胜通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整进

展的公告》， 胜通集团已于2019年3月15日经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进入重整程序，

截至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破产重组方案尚未落地。 发行人将在2019年年报中按照20%的代

偿比例对胜通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担保计提或有负债，这可能转化为实际负债，削弱发行人的

盈利能力进而影响发行人的生产经营。

二十、发行人2020年债券回售付息压力较大。截至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共存续

6只公募公司债券和2只中期票据，余额合计56.86亿元。其中共计35.56亿元的公司债券和中票

将于2020年4一9月陆续进入回售期，发行人面临潜在的集中兑付风险。

二十一、发行人主体评级展望和主体评级发生负面变动。2019年12月，中诚信国际和中诚

信证评相继发布公告，将发行人的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为负面。2020年2月28日，穆迪公司发

布评级公告，将发行人企业家族评级（CFR）从“B1” 下调至“B3” ，并列入观察名单，进入降

级审查。2020年3月13日，穆迪公司发布评级公告，确认了发行人“B3” 的企业家族评级，评级

展望为“负面” ，结束了降级审查。以上负面评级事项可能加深金融机构对发行人的投资顾

虑，从而对发行人的未来融资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十二、本期债券为本次债券项下的第三期发行。由于自然年度的变更，本期债券名称变

更为“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人

承诺本期债券名称变更不改变与本期债券发行相关的法律文件效力，原签订的相关法律文件

对更名后的公司债券继续具有法律效力，包括但不限于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和承销协议等文件。

二十三、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披露的发行人最近一期财务报表为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

计的财务报表。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发行人2019年度的审计工作较预期偏慢，2019年年度报

告尚未出具，本期债券发行申请文件暂无法更新2019年年度数据，所以申请将发行文件中的

财务报告有效期延长一个月，有效期截止日期为2020年4月末。

二十四、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不符合进行质押式回

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二十五、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

释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一、简称

万达集团

/

集团公司

/

本公司

/

公司

/

发

行人

指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

母公司

/

万达控股 指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或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或董事会

监事或监事会 指 本公司监事或监事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泰

证券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指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登记机构、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中诚信 指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

中债资信 指 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债券、本次公司债券 指

根据发行人

2017

年

11

月

17

日召开的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8

〕

753

号”核准，在境内分期公开发行的本金总额不

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券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公司债券的公开发行

本期债券 指 本期发行总额为不超过

4.24

亿元（含

4.24

亿元）的公司债

本期发行 指 本期公司债券的公开发行

募集说明书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募集说明书摘

要》

债券持有人 指 根据债券登记托管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登记拥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

法律意见书 指

《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关于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

债券之法律意见书》

余额包销 指

本期债券的主承销商按照《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作为发行人）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关于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公开发行

2017

年公司债券之承销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规定，在规定的发

行日后，将未售出的本公司债券全部自行购入

簿记建档 指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利率（价格）区间后，承销团成员

/

投资人发出

申购定单， 由簿记管理人记录承销团成员

/

投资人认购债务融资工具利率

（价格）及数量意愿，按约定的定价和配售方式确定最终发行利率（价格）

并进行配售的行为。集中簿记建档是簿记建档的一种实现形式，通过集中

簿记建档系统实现簿记建档过程全流程线上化处理

公司章程 指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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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人）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托管理

人） 关于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

报告期

/

最近三年及一期 指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及

2019

年

1-9

月

最近三年及一期末 指

2016

年末、

2017

年末、

2018

年末及

2019

年

9

月末

最近三年 指

2016

年、

2017

年和

2018

年

最近两年 指

2017

年和

2018

年

工作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商业银行的对公营业日（不包括法定假日或休息日）

交易日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法定假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假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台湾省的法定假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万元 指 人民币万元

亿元 指 人民币亿元

垦利农商行 指 山东垦利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万达宝通 指 山东万达宝通轮胎有限公司

万达电缆 指 山东万达电缆有限公司

耐斯特炭黑 指 山东耐斯特炭黑有限公司

万达化工 指 山东万达化工有限公司

万达微电子 指 山东万达微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万达热电 指 山东万达热电有限公司

万达进出口 指 山东万达进出口有限公司

天弘化学 指 山东天弘化学有限公司

万达海缆 指 山东万达海缆有限公司

腾宇石化 指 山东腾宇石化有限公司

裕富伟业 指 青岛裕富伟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中策 指 杭州中策橡胶有限公司

双钱股份 指 双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风神股份 指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黔轮胎 指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赛轮股份 指 赛轮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双星 指 青岛双星轮胎集团有限公司

佳通轮胎 指 佳通轮胎

(

中国

)

投资有限公司

玲珑 指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三角 指 威海三角轮胎有限公司

好运 指 成都好运轮胎有限公司

BCT

指 北京首创轮胎有限责任公司

海大橡胶 指 四川海大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汉缆 指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万马 指 浙江万马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中石油 指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石化 指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海油 指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国家电网 指 国家电网公司

大连万达 指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兵器 指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陕汽 指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重汽

/

重汽 指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一汽解放 指 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

梁山挂车 指 山东梁山挂车厂

柳州特种汽车 指 一汽解放柳州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太原长安重汽 指 太原长安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青岛中集 指 青岛中集集装箱制造有限公司

陕西重汽 指 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北汽福田 指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力帆 指 力帆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安汽车 指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沈阳金杯 指 沈阳金杯车辆制造有限公司

丹东黄海 指 丹东黄海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海南马自达 指 海南马自达销售有限公司

米其林 指 米其林轮胎

普利司通 指 普利司通轮胎

固特异 指 固特异轮胎

玛吉斯 指 玛吉斯轮胎

邓禄普 指 邓禄普轮胎

二、专业名词释义

半钢子午胎 指

子午线轮胎的一种，一般称为轿车轮胎。子午线轮胎是胎体帘线按子午线方向排列，有帘线

周向排列或接近周向排列的缓冲层紧紧箍在胎体上的一种新型轮胎。 全钢丝轮胎的缓冲层

和帘布层都使用钢丝帘布层，而半钢丝轮胎则只有缓冲层采用钢丝帘布。

全钢无内胎 指

缓冲层和帘布层都使用钢丝帘布层的轮胎，无内胎轮胎俗称原子胎或真空胎，这种轮胎是利

用轮胎内壁和胎圈的气密层保证轮胎与轮辋间良好的气密性，外胎兼起内胎的作用。

炭黑 指 烃类在严格控制的工艺条件下经气相不完全燃烧或热解而成的黑色粉末状物质。

密炼机 指

密闭式炼胶机简称，主要用于橡胶的塑炼和混炼。密炼机是一种设有一对特定形状并相对回

转的转子、在可调温度和压力的密闭状态下间隙性地对聚合物材料进行塑炼和混炼的机械，

主要由密炼室、转子、转子密封装置、加料压料装置、卸料装置、传动装置及机座等部分组成。

复合压出线 指

将两种或两种以上胶料在螺杆挤压下， 通过机头和口型连续造型并按照一定工艺条件通过

同一口型生产出复合要求尺寸部件的生产设备，主要有供胶机、挤出机、冷却线组成，目前主

要双复合生产线、三复合生产线。

探测电缆 指

承荷探测电缆属电气装备用电缆，其主要功用是承受拉力、系统供电、讯号传输、深度控制。

用于各类油、气井的测井、射孔、取芯等作业。

潜油泵电缆 指 为敷设在陆地或海上平台油井中的潜油电泵机组提供配套供电。

加热电缆 指

本产品适用于交流额定电压

0.75/1kv

及以下，工作环境在

-40℃

一

200℃

的深层油井内，具有

良好的耐油、耐压、耐碱、耐腐蚀的性能，是油田稠油及高凝油采输的专用电缆。

防盗电缆 指 为需要防盗场所的低压电器设备配套供电输配电电缆。

铝合金电缆 指

铝合金电缆是由在铝中增加铁、 稀土等元素并经过退火处理后形成的合金材料而制成的电

力电缆，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已经有

30

多年的应用历史，是先进的、成熟的产品。铝合金电

缆在美国和加拿大地区广泛应用于机场、军事基地、办公室、住宅、酒店、超市、院校、体育场、

医院、工业厂房等场所，由于铝合金电缆特有的性能特点，在几十年的应用过程中，得到了北

美地区建筑设计师和电气设计师在安全性能和便捷敷设方面的一致肯定和推荐。

海底电缆 指

海底通信电缆主要用于长距离通讯网、通常用于远距离岛屿之间、跨海军事设施等较重要的

场合。海底电力电缆敷设距离较通信电缆相比要短得多，主要用于陆岛之间、横越江河或港

湾、从陆上连接钻井平台或钻井平台间的互相连接等。在一般情况下，应用海底电缆传输电

能要比同等长度的架空电缆昂贵，但比用小而孤立的发电站作地区性发电经济，在近海地区

适用性更强。在岛屿和河流较多的国家，此种电缆应用较广泛。

双向拉伸聚酰亚胺薄膜 指

聚酰亚胺薄膜具有杰出的综合性能，在目前常用的电工绝缘薄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它具有

优异的耐热性和优良的耐寒性，能在

-269℃

至

+400℃

的温度范围内保持其工作特性，同时还

具有优异的电绝缘性能、抗辐射性能、耐腐蚀性能和自润滑性能，因此，其已被广泛应用于运

行条件恶劣、运行可靠性要求高的各类电机、电器及电线电缆中，如飞机、航天器、核工业、核

潜艇、电力机车、石油化工、电子化学品（包括液晶显示和等离子电子、手机、电脑和数字化应

用驱动）等。

高压计量箱 指

用于高压电能计量，特别适用于中、小型变压器用户，能够完整准确的计量有功电能和无功

电能，产品设计巧妙合理，结构紧凑，各部封锁严密，防窃电能力强，配置仪表箱组成一个完

整的计量装置，也可以分开单独安装仪表箱。

无线抄表器 指

用于短距离无线数据采集、无线抄表、无线遥控、无线工业控制、无线智能管理、无线仓储盘

点等各种短距离无线通信领域的无线手持终端设备。

变压器 指

由绕在共同铁芯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绕阻（匝数不同）通过交变磁场联系着，用于将频率

相同的一种电压与电流变成另一种等级的电压和电流。

高低压配电柜 指 用于电力系统发电、输电、配电、电能转换和消耗中起通断、控制或保护等作用的电气设备。

破乳剂 指 用于电力系统发电、输电、配电、电能转换和消耗中起通断、控制或保护等作用的电气设备。

ACR

加工助剂 指

ACR

作为加工助剂，可明显缩短塑化时间，加快熔融，促进塑化，对挤出制品可使其平衡扭矩

提高，使其塑化均匀；对压延制品，加入

ACR

能克服表面皱纹，有利于物料包辊，减少气泡；对

于真空成型制品，加入

ACR

可提高熔体延伸性，克服熔体破裂现象，容易深拉成型，并使制品

厚薄均匀。从制品的外观来看，

ACR

可明显提高制品的表面光泽度。

二胺（

ODA

） 指

它是新型特种工程塑料聚酰亚胺，聚醚酰亚胺，聚酯酰亚胺，聚马来酰亚胺，聚芳酰胺等耐高

温树脂的重要原料之一。它还是合成

3,3

’

,4,4

’

-

四氨基二苯醚的原料，后者是制备一系列芳

杂环耐热高分子的原料及交联剂，同时还用于替代具有致癌作用的联苯胺生产偶氮染料，活

性染料和香料等领域。

MBS

指

产品

MBS

的用途是用作

PVC

薄膜、板材、注塑型材、透明或不透明管材、片材、吸塑包装、卡片

等产品的一种塑料添加剂。

MMA

指

MMA

是丙烯酸类树脂， 其主要成份是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

在欧美地区一般统称

MMA

树

脂，而在中国其名称有丙烯酸、

PMMA

、彩色沥青等，主要应用于有机玻璃制造，建筑装饰材

料，地坪涂料，防水涂料，工业制件，信息材料，电气部件封装等

丙烯腈 指

丙烯腈是一种无色的有刺激性气味液体，易燃，其蒸气与空气可形成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

高热易引起燃烧，并放出有毒气体。与氧化剂、强酸、强碱、胺类、溴反应剧烈

苯乙烯 指

苯乙烯（

Styrene

，

C8H8

）是用苯取代乙烯的一个氢原子形成的有机化合物，乙烯基的电子与

苯环共轭，不溶于水，溶于乙醇、乙醚中，暴露于空气中逐渐发生聚合及氧化。工业上是合成

树脂、离子交换树脂及合成橡胶等的重要单体

双甲脂

/

甲甲酯 指

甲基丙烯酸甲酯是一种有机化合物，又称

MMA

，简称甲甲酯。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是生

产透明塑料聚甲基丙烯酸甲酯（有机玻璃，

PMMA

）的单体。易燃，有强刺激性气味，有中等毒

性，应避免长期接触。

蒽油 指

煤焦油分馏中

280

度

~360

度的馏分称之为蒽油，粘度较大，室温下有固体洗出，是制造涂料、

电极、沥青焦、炭黑、木材防腐油和杀虫剂等的原料

,

主要用于提取粗蒽、苊、芴、菲、咔唑等化

工原料

炭黑油 指 来源于煤焦油，应用于油墨工业和橡胶工业

煤焦油 指 煤炭干馏时生成的具有刺激性臭味的黑色或黑褐色粘稠状液体

二甲基乙酰胺 指

二甲基乙酰胺（

Dimethylacetamide

），全称为

N,N-

二甲基乙酰胺（化学式：

CH3C(O)N(CH3)2

缩

写为

DMAC

或

DMA

。一种常用作非质子极性溶剂

二酐 指

指均苯四甲酸二酐，简称均酐，纯品为白色或微黄色结晶。暴露于潮湿空气中会很快吸收空

气中的水分而水解成均苯四甲酸。溶于二甲基亚砜、二甲基甲酰胺、丙酮等有机溶剂，不溶于

乙醚、氯仿和苯。主要用作作聚酰亚胺的原料，用于制造环氧树脂的固化消光剂及聚脂树脂

的交联剂

聚丙烯酰胺 指

聚丙烯酰胺为油田三次采油的驱油剂， 其用途可用作工业废水处理、 油田三次采油的驱油

剂，其中中分子聚丙烯酰胺还可用作饮用水处理、钻井泥浆材料等。

顺丁胶 指

顺丁胶全名为顺式

-1,4-

聚丁二烯橡胶，简称

BR

，为无色或浅色块状制品，不含焦化颗粒及机

械杂质，具有高弹性和良好的耐低温性等特性。由丁二烯聚合制得的结构规整的合成橡胶。

顺丁橡胶特别适于制汽车轮胎和耐寒制品，还可以制造缓冲材料以及各种胶鞋、胶布、胶带

和海绵胶等。

丁二烯 指

丁二烯属低毒类物质，接触浓度非常高的气体，可能导致原发性的刺激作用和麻醉作用，是

最简单的具有共轭双键的二烯烃，易发生齐聚和聚合反应，也易与其它具有双键的不饱和化

合物共聚，因此是重要的聚合物单体，是生产合成橡胶

(

丁苯橡胶、顺丁橡胶、丁腈橡胶、氯丁

橡胶

)

的主要原料。

芳烃 指

芳烃是含苯环结构的碳氢化合物的总称，是有机化工的重要原料，包括单环芳烃、多环芳烃

及稠环芳烃

DOT

指

DOT

是美国交通运输部（

United Stated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的缩写，总部位于华盛

顿。美国交通部的职责是制订交通法规，对进入美国的各种交通工具和运输的危险品做出一

系列的规定，颁发相关认可证书。根据

DOT

要求，出口美国的交通车辆（轿车、卡车、拖车、巴

士、摩托车等）及其零部件（制动软管、制动液、灯具、轮胎、安全带、座椅、头盔、三角警告牌

等）必须到美国交通部进行注册审核，方可进入其市场。

SONCAP

指

为确保进口产品的质量和安全，尼日利亚标准局（

SON

）开始实行尼日利亚产品符合性评定

程序（

SONCAP

）。大多数的进口产品都被列入管制产品清单并要求提供

SONCAP

证书。每一

批进口尼日利亚的产品都必须提供

SONCAP

证书。

Intertek

作为尼日利亚标准局认可的检验

认证机构，为出口商提供

SONCAP

认证服务。

3C

认证 指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制度，英文名称

China Compulsory Certification

，英文缩写

CCC

。

ISO9001

指

ISO9000

族标准所包括的一组质量管理体系核心标准之一。

ISO9000

族标准是国际标准化组

织（

ISO

）在

1994

年提出的概念，是指“由

ISO/TC176

（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技

术委员会）制定的国际标准。

ECE

指

是欧洲经济委员会简称。 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技术质量标准由被授予的检测机构对车辆及相

关产品进行检测和测试，对合格的产品由欧洲国家政府有关部门颁发证书，制造商可在其产

品上标注

E/e

标识，然后才能在欧洲有关市场获准销售。

GCC

指

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英文（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缩写。海湾合作委员会于

1981

年

5

月

25

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成立。其成员国为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卡塔尔，阿曼苏丹王国，巴林王国等

6

国。根据

GCC

标准组织（

GSO

）于

2004

年

10

月

12

日在

科威特部长会议上做出的决定，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

GSO

将依照相关海湾标准对机动车辆及

轮胎产品进行检验并颁发

GCC

认证证书。被核准的

GCC

证书将在所有

GCC

成员国内有效。

INMETRO

指

INMETRO

是巴西国家计量标准和工业质量研究院的简称，成立于

1973

年，是巴西的国家认

可机构，负责制定巴西国家标准。根据巴西政府规定，凡符合巴西标准及其它技术要求的产

品，必须带有强制性的

INMETRO

标志及加注经国家计量标准和工业质量研究所（

INMETRO

）

认可的第三方机构的标志，方可进入巴西市场。

REACH

指

欧盟《关于化学品注册、评估、许可和限制》的简称（

REACH

法规），是欧盟基于保护人类健康

和环境安全的长远考虑，同时也为提高欧盟化学工业竞争力，追求社会可持续发展，旨在建

立一个统一的化学品监控管理体系。

REACH

法规于

2006

年开始实施。

ISO14001

指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代号。

ISO14000

系列标准是由国际标准化组织制订的环境管理体系标

准。是针对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

性的消失等重大环境问题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顺应国际环境保护的发展，依据国

际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而制定的。

OHSAS18001

指

欧洲十几个著名认证机构及欧、亚、太一些国家共同参与制定的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系列

标准，此标准系列并不作为某一国家或某一国际组织的正式颁布标准，而是可供任何国家及

组织采用的职业安全卫生管理体系系列标准。

API

指

美国石油学会的简称，美国石油学会是美国唯一的石油行业协会，涉及美国石油和天然气行

业的各个领域， 现有

400

多美国国内企业会员。

API

是美国国家标准学会认可的标准制定组

织，

API

会标是美国石油学会产品标志，始于

1924

年，目的是为了鉴定的生产的设备、材料并

提供能同符合

API

质量体系和产品标准的生产企业，该标志经美国注册登记，未经许可任何

人不得使用。

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

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尚建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294,714,406.00元

设立日期：1994年06月25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永莘路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500164881385H

二、本期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一）公司债券发行批准情况

2017年10月28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的议案》， 上述议案于2017年11月17日经

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2018年4月25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8〕753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公开发行不超

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的公司债券。本期债券为本次债券的第三期发行。

（三）本期债券的基本条款

1、 债券名称： 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

期）。

2、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4.24亿元（含4.24亿元）。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为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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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由

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确定。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2年固

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2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

利率为存续期内前2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1年固定不变。

6、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存续期的第2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1年

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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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

选择权，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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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后，投资者有权选择在公告的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

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按照深交所和债券登记机构相关业务规则完成回售支付工作。

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8、回售登记期：发行人将于回售登记期起始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发

布具体回售安排的公告。行使回售权的债券持有人可于发行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

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和回售实施办法发布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进行登记， 债券持有人的回

售申报经确认后相应的公司债券份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

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

定。

9、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

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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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

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 由主承销商根据询价情况进行债券配售。具

体发行安排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发行对象为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的合格A股证券账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

11、配售规则：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合格机构投资者

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配售原则如下：按照投资者的申购

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认购金额进行累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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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和簿记

管理人有权根据申购时间、长期合作等因素公平配置。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有权决定各期债券

的最终配售结果。

12、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13、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20年4年14日。

14、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3年每年的4年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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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21年至2022年每年的4年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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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3年4年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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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

分债券的兑付日为2022年4年14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

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6、利息登记日：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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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本期债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

的利息。

15、还本付息方式：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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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

息，本金自到期日起不另计利息。

17、利息支付金额：发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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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率的乘积。

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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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担保情况：发行人控股股东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期公司债券提供全额无条件

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0、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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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户名称：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分行

账号：15000093136074

21、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本

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22、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的发行由主承销商中泰证券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3、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4、债券受托管理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到期或者投资者进行回售的公司债券。

26、拟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27、质押式回购：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级，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级，不符合

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28、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

款由投资者承担。

三、本期债券发行及上市安排

（一）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2020年4月10日。

簿记建档日：2020年4月13日。

发行首日和结束日：2020年4月14日。

网下发行期限：2020年4月14日，共1个交易日。

（二）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深交所提出关于本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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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尚建立

住所：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永莘路北

联系地址：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民丰路158号万达大厦

电话：0546-2896577

传真：0546-8744869

联系人：王志杰

（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玮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5层

电话：010-59013955

传真：010-59013945

联系人：徐礼兵、杨舒然、赵常村

（三）律师事务所：山东齐鲁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庆新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8号楼西区16层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8号楼西区16层

电话：0531-62323888

传真：0531-62323887

联系人：杨天宇、陈凯

（四）会计师事务所：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李尊农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五栋大楼B1座七层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座15层

电话：010-68364873

传真：010-68364873

经办会计师：李继军、张玲玲

（五）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柏乐

住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9号外文大厦A座3层

联系地址：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9号外文大厦A座3层

（下转B8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