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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19赣国资 债券代码：155742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9年度）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 “执业行为准

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上市规则” ）、

《公司债券日常监管问答 （五）》、《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 （控

股）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等相关规定和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及江西省

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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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信证

券” ）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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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中文名称：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英 文 名 称 ：JIANGXI� PROVINCIAL� STATE-OWNED�

ENTERPRISE� ASSETS� OPERATION� (HOLDINGS)� CO.,� LTD.

二、公司债券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536号” 文核准，发行人

获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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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本次债券” ）。2019年9月20日至2019年9月24日，发行人成

功发行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

司债券（债券简称“19赣国资” ，债券代码“155742” ），发行规模为8亿元，

期限为5年期。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三、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

债券

1、债券名称：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2019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及代码：简称为“19赣国资” ，代码为“155742” 。

3、发行总额：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8亿元。

4、发行日：2019年9月20日。

5、到期日：2024年9月24日。

6、债券余额：人民币8亿元。

7、债券期限：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8、利率：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4.28%。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

固定不变。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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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公司债券上市交易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11、公司债券的付息兑付情况：报告期内不涉及。

12、投资者适当性安排：本期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

况、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

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

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监测发行人是否发

生重大事项，按月定期全面核查发行人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

人各项信息资料。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出现会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的事项。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受托

管理人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二、监督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的接收、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

理人及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规定、 监管政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

示按照核准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资金。发行人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实际用

途与核准用途一致。

三、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报告期内，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按照受托管理协议的要求，勤勉

尽责的履行其业务。

2019年11月18日， 针对发行人新增借款相关事宜， 中信证券披露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019年11月26日， 针对发行人监事任职变动事宜， 中信证券披露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2020年3月16日， 针对发行人总经理任职变动事宜， 中信证券披露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召开持有人会议。

四、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发行人存续公司债券不涉及付息兑付事项，受托管理人将

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

时履约。

第三节 发行人2019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发行人作为江西省唯一的省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具有“省属国有企

业改革的服务平台” 、“国有资产整合的运营平台” 和“现代新兴产业的投

融资平台” 三大功能，承担着服务省属国企改革、参与省属国企资产整合、

推动全省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使命，具有政府政策性平台

的特殊功能，在功能层级、业务领域等方面拥有诸多的独到优势。发行人在

以往参与省属外贸企业改制重组、当前服务省属国企集团改革发展的实践

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操作理念、运作模式，培养了一支具

有较强专业能力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团队。

二、发行人2019年度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776,645.73万元，较去年同期降

低0.29%；实现利润总额601,079.88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7.79%；实现净利

润534,173.56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5.4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50,127.42万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6.41%。

最近两年，发行人按产品的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 亿元、%

业务板块

2019年度 2018年度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

比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收入占

比

钢铁板块 651.65 596.35 8.49 55.33 605.00 519.95 14.06 51.23

药业板块 15.32 12.48 18.56 1.30 94.05 75.98 19.21 7.96

建筑板块 459.37 439.97 4.22 39.01 442.66 421.26 4.83 37.48

盐业板块 13.91 9.08 34.68 1.18 10.20 5.89 42.25 0.86

其他板块 37.42 23.25 37.85 3.18 29.15 18.41 36.84 2.47

合计 1,177.66 1,081.14 8.20 - 1,181.06 1,041.49 11.82 -

三、发行人2019年度财务状况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9年末 2018年末 增减率（%）

资产总额 15,579,628.64 13,593,255.28 14.61

负债总额 12,092,169.64 10,486,672.25 15.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1,662,277.28 1,359,960.35 22.23

股东权益 3,487,459.00 3,106,583.03 12.26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增减率（%）

营业收入 11,776,645.73 11,810,619.91 -0.29

利润总额 601,079.88 731,188.09 -17.79

净利润 534,173.56 632,072.21 -15.4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50,127.42 300,771.20 16.41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增减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38,119.22 337,408.97 89.1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86,583.77 -1,122,877.26 23.4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28,404.38 779,866.35 6.22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495,953.06 1,417,027.77 5.57

（四）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9年末 2018年末 变动比例（%）

总资产 15,579,628.64 13,593,255.28 14.6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62,277.28 1,359,960.35 22.23

流动比率 1.07 1.05 2.74

速动比率 0.72 0.73 -2.08

资产负债率（%） 77.62 77.15 0.61

EBITDA全部债务比 （EBITDA/全部

债务）

0.26 0.28 -6.53

贷款偿还率 （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

还贷款额）

100.00 100.00 -

利息偿付率 （实际支付利息/应付利

息）

100.00 100.00 -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19年度 2018年度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776,645.73 11,810,619.91 -0.29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50,127.42 300,771.20 16.41

EBITDA 1,237,083.59 1,064,033.29 16.26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财

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

出）]

2.87 4.55 -37.00

现金利息保障倍数 [（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现金利息支出+所

得税付现）/现金利息支出]

2.21 1.69 30.63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

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

息支出）]

5.44 6.03 -9.90

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情况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共计8亿元。根据发行人2019年9月19日公告的《江西省

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的相关内容，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

后，拟将不低于70%部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用

于偿还有息债务，与募集说明书约定一致，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履

行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使用程序。

三、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情况

公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设立了本次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

本息偿付。目前专项账户运行正常，不存在募集资金违规使用情况。

第五节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

债券的付息日期为2020年至2024年每年的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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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报告期内，

本期债券不涉及付息事项。

第六节 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本期债券不涉及付息事项。发行人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

情况，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项目 2019年末 2018年末 变动比例（%）

流动比率 1.07 1.05 2.74

速动比率 0.72 0.73 -2.08

资产负债率（%） 77.62 77.15 0.61

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计入

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

利息支出）]

2.87 4.55 -37.00

从短期指标来看，截至2019年末，发行人速动比率和流动比率分别为

0.72和1.07， 较上年末分别降低2.08%和增加2.74%， 短期偿债能力保持稳

定。

从长期指标来看，截至2019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77.62%，较上年末

增加0.61%，增幅较小。

从利息倍数来看，截至2019年末，发行人利息保障倍数为2.87，较上年

降低37.00%，主要原因为息税前利润降低而利息支出增加。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 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

化，发行人偿债能力正常。

第七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

债券为无担保债券，偿债资金来源为公司日常经营所产生的现金流。

江西国控基本职责为受江西省政府委托代政府履行国有资产及国有

股权的管理和运营，主营业务包括钢铁、建筑、药业、盐业及其他业务板块。

发行人作为江西省唯一的省级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承担着服务省属国企改

革、参与省属国企资产整合、推动全省国有经济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重

要使命，具有政府政策性平台的特殊功能，在功能层级、业务领域等方面拥

有诸多的独到优势。

2019年末， 江西国控总资产1,557.96亿元， 净资产348.75亿元。2019年

度，江西国控营业收入1,177.66亿元，净利润53.42亿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经营活动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偿债能力正常。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设立专项偿债账户，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券受

托管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进行信息披露。报告期内，

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执行各项偿债保障措施。

第八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未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第九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

债券的信用评级机构为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东

方金诚” ）。东方金诚于2019年9月19日发布了《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

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根据上

述评级报告，经东方金诚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19赣

国资”的信用等级为AAA。

东方金诚将在“19赣国资” 信用级别有效期内或者债券存续期内，密

切关注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

财务状况及可能影响信用质量的重大事项，实施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

踪评级。

定期跟踪评级每年进行一次，在江西国控公布年报后的两个月内且不

晚于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的六个月内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不定期

跟踪评级在东方金诚认为可能存在对受评主体或债券信用质量产生重大

影响的事项时启动， 并在启动日后10个工作日内出具不定期跟踪评级报

告。

跟踪评级期间，东方金诚将向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

有限公司发送跟踪评级联络函并在必要时实施现场尽职调查，江西省省属

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应按照联络函所附资料清单及时提供

财务报告等跟踪评级资料。如江西国控未能提供相关资料导致跟踪评级无

法进行时，东方金诚将有权宣布信用等级暂时失效或终止评级。

东方金诚出具的跟踪评级报告将按照 《证券市场资信评级机构证券

评级业务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同时在交易所网站、东方金诚网站(http:

//www.dfratings.com)�和监管部门指定的其他媒体上予以公告，且在交易

所网站公告的时间不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时

间。东方金诚还将根据监管要求向相关部门报送。

报告期内，不涉及跟踪评级事项。

第十节 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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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人均未发生变动。

第十一节 其他情况

一、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发行人尚未履行及未履行完毕的对外担保共

7.72亿元。

二、涉及的未决诉讼或仲裁事项

1、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 原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

诉呼和浩特春华水务新客站广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春华水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于2018年由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诉讼，诉讼标的额为11,

104.13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案件一审已开庭，尚未判决，该

事项存在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2） 原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

诉朱慧明、祝晴云、南昌铁路局南昌车务段，于2017年由南昌市中级人民法

院受理诉讼，诉讼标的额为1,400.00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西

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胜诉，目前执行中，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损失。

（3）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李广发生合同纠纷，于2018年由

泰州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仲裁标的额为4,992.00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

月31日，该案件仲裁中，该事项存在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

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4） 被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被

四川广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起诉，于2018年由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诉讼，诉讼标的额为4,843.34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

12月31日，该案件一审败诉，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诉后高院发

回重审，目前该案件准备重新开庭，该事项存在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

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5） 被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被

林威岭起诉，于2018年由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诉讼，诉讼标的

额为4,665.75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案件一审中，尚未判决，

该事项存在损失的可能，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

额。

（6） 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诉丰

城市赣铁置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由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诉讼，诉讼

标的额为3,881.71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案件一审中，尚未

判决，该事项存在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

体金额。

（7） 原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

诉江西科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由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

院受理诉讼，诉讼标的额为2,138.30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

案件一审中，尚未判决，该事项存在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

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8） 原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

诉锦州威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锦州金元典有限公司，于2019年由锦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诉讼，诉讼标的额为1,884.97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

12月31日，该案件二审中，尚未判决，该事项存在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

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9） 原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合同纠纷起诉滨杭高科集

团有限公司、江苏滨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霍州滨杭医院工程建设运营有

限公司、邵毅、陆丽、刘霞等，于2018年由山西省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诉讼，诉讼标的额为1,500.00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案件再

审中，尚未判决，该事项存在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

损失的具体金额。

（10）被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被

江苏华腾工业设备安装有限公司起诉，于2019年由沭阳县人民法院受理诉

讼，诉讼标的额为1,373.18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案件一审

中，尚未判决，该事项存在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

失的具体金额。

（11）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楼平凡发生合同纠纷，于2019

年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诉讼， 诉讼标的额为1,020.00万元人民

币，目前案件一审中，该事项存在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

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12）原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

诉石林成安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于2018年由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受理诉

讼，诉讼标的额为18,000.58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西省建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胜诉，目前执行中，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损失。

（13）原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

诉郑州加众汽车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于2017年由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诉讼，诉讼标的额为3,562.41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西省建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胜诉，目前执行中，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损失。

（14）原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起

诉齐林平、 黑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河南仁信置业有限公司，于

2017年由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诉讼， 诉讼标的额为3,500.00万元人民

币，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胜诉，目前执行

中，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损失。

（15）原告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追偿权纠纷起诉江西五叶

东方旅游度假开发有限公司、江西云鼎投资有限公司、上海协银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谢民、梁冰、赵卫成、谭滢、胡志雄、陆连玉，于2017年由南昌市中

级人民法院受理诉讼，诉讼标的额为2,616.30万元人民币，截至2019年12月

31日江西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胜诉，目前执行中，尚不能确定是否

存在损失。

2、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2019年，原告重林威岭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向南昌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工程款

7,170.21万元，该案件已和我司起诉江西宏吉公司的案件合并审理，目前该

案件处于鉴定阶段，尚未判决，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损失。

（2）2019年，原告谢玲玲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向新疆和布

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

司支付工程款1,279.16万元，截止2019年12月31日，案件已开庭，法院尚未

判决，尚不能确定是否存在损失。

3、江西建工第二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因与任江华资金拆借纠纷，导致

被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强制划款1,176.8万元，该事项存在重大损失的可

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2）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因与成都万博金属材料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导致被南充市顺庆区人民法院强制划款2,495.83万元，该

事项存在重大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

额。

（3）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因与重庆闽路润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导致被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强制划款2,

160.63万元，该事项存在重大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

损失的具体金额。

（4） 江西建工第一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因与重庆闽路润贸易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买卖合同纠纷，导致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强制划款3,

097.39万元，该事项存在重大损失的可能，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

损失的具体金额。

4、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 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厦门分公司承建的古龙明珠项

目，合同价款为3,758.21万元。最终的决算尚未确定，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已经收到工程款3,874.57万元， 该项目累计占用公司资金2,398.06万元，其

中代垫款1,423.38万元，法院划款719.68万元，公司借款255.00万元。因二期

造价问题， 原告古龙集团诉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工程赔偿1,

450.00万元，案件经过一、二审，二审经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主持调解，确

定赔偿257.00万元，目前该案正在执行阶段，该项目存在重大损失的可能，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2） 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部承接的沛县龙源观

邸项目，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项目累计占用公司资金1,892.20万元，其

中代垫款62.02万元，法院划款750.26万元，公司借款1,079.92万元。

（3）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老赣州分公司承接的赣州J14地

块项目，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占用公司资金1,860.52万元，其中代垫款

42.17万元，法院划款357.91万元，公司借款1,460.44万元。江西建工第三建

筑有限责任公司已起诉分公司承包人陈定云、张泉、刘富根，因项目未决

算，目前一审中止审理，案件尚在诉讼中。截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

损失的具体金额。

（4） 江西建工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承接的环境检测执法业务用房

项目，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累计占用公司资金787.66万元， 其中代垫款

0.95万元，法院划款7,86.71万元。

（5）老安徽分公司项目纠纷一案，截至2019年12月31日，累计占用公

司资金2,452.50万元，其中代垫款30万元，法院划款2,099.74万元，公司借款

322.76万元。

（6）吉安分公司吉水县国有林场危旧房改造项目，截至2019年12月31

日，累计占用公司资金1,681.95万元，其中代垫款8.96万元，法院划款995.60

万元，公司借款677.39万元。

（7）吉安分公司为吉安市儿童医院综合楼工程项目，截至2019年12月

31日，累计占用公司资金4,828.45万元，其中代垫款40.37万元，法院划款1,

900.46万元，公司借款2,887.62万元。

（8）杭州分公司项目纠纷一案，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西建工第三

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累计为其垫付资金2,559.82万元。 该事项存在重大损失

的可能，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9）天津大城污水处理项目，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西建工第三建

筑有限责任公司累计为其垫付资金2,138.50万元。 该事项存在重大损失的

可能，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10）吉安分公司承包人因经济纠纷，截至2019年12月31日，江西建工

第三建筑有限责任公司累计被法院强制划款1,372.92万元。 该事项存在重

大损失的可能，至2019年12月31日尚不能确定损失的具体金额。

5、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1） 原告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因广西柳州公司·洋和·盛

世天骄项目的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向广西省河池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河池

市洋河置业有限公司，要求对方支付工程进度款2,683.85万元，截至2019年

12月31日，该案件二审已开庭，尚未判决。

（2）原告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因广西柳州公司·新都国际

花园项目的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向广西省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广西新

王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要求对方支付工程进度款1,121.27万元， 截至

2019年12月31日，该案件已经一审已审理完毕，二审上诉中。

（3） 原告三亚金冕混凝土有限公司因三亚陶然湾工程项目的货物买

卖纠纷，向海南省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江西建工第四建筑

有限责任公司支付材料款1,113.91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案件二审

审理后裁定发回重审。

（4） 原告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因宜春冠今塑业办公大楼

项目的建设施工合同纠纷向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支付

工程款及利息3,509.63万元， 对方反诉要求我方支付违约金1,300.00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案一审已审理完毕，法院已收到我司上诉状，正在

上诉过程中。

（5） 原告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因巢湖智慧峰谷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纠纷，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对方返还保

证金、支付工程款及窝工损失共计3,300万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案经

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安徽高院二审发回重审，现处于一审重新

审理中。

（6）原告陈亚军因阜阳民生医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向安徽省高

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江西建工第四建筑有限责任公司及阜阳民生医

院支付工程款、延期损失共计1.4亿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案经安徽

省高院一审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二审撤销一审裁定，目前正在一审法

院审理中。

6、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中盐江西盐化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2日诉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要求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赔偿中盐江西盐化有限公司

食盐调拨收益损失31,592,783.04元， 小工业盐调拨收益损失30,382,202.97

元，包装物结算收损失49,742,741.26元，共计要求赔偿损失111,717,727.27

元，截止2019年12月31日案件正在审理中。

7、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孙公司新余新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西

安西电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存有产品质量纠纷事宜，2017年10月27日中

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院已受理西安西电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仲裁申请，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此案正在审理过程中。新余新钢金属制

品有限公司对西安西电国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欠款2,620,330.98元已全额

计提坏账。

（2） 新余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孙公司新余新钢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东

阳市弹簧厂存在民事诉讼纠纷，2018年江西省新余市区人民法院已出具

（2018）赣0502民初5174号民事判决书，截至2019年12月31日对方未执行

法院判决。

8、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5日，申请人江西省鑫隆实业有限公司、龙腾向宜春仲裁委

员会申请仲裁，因江西省圣品置业有限公司未履行《合作协议》的付款义

务，要求支付违约金共计4,700万元，请求查封、扣押、冻结被申请人江西省

圣品置业有限公司所有的价值4,740万元的财产。 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和圣品置业原股东普泰都不知道这个协议。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立即向宜春仲裁委申请鉴定合作协议系列材料的真假，宜春仲裁委

委托了广东一家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19年12月下旬出具了鉴定结论：合

作协议为先朱后墨（空白页套打），补充协议、函告、承诺函三个文件上的

印章是“一次性”盖印，与纸质材料上打印的落款日期是矛盾的。目前案件

还在开庭审理中，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积极应诉。该案件标

的为江西省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江西省圣品置业有限公司股权前

产生，收购协议约定江西省圣品置业有限公司有向原股东龙腾、欧阳礼及

深圳市普泰金融配套服务有限公司追偿收购之前产生任何债务的约定。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发行人没有会对发行人的财务状况和运营业绩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并且尽发行人所知，亦不

存在任何潜在的可能涉及影响债券按期偿付的重大诉讼、 仲裁或行政程

序。

三、相关当事人

报告期内，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级机构均未

发生变动。

四、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19年度，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五、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2019年10月31日，发行人借款余额为473.48亿元，累计新增借款为

75.74亿元， 发行人累计新增借款占上年末净资产311.31亿元的24.33%。针

对发行人新增借款相关事宜，中信证券披露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

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监事会主席、监事和职工监事任职发生变更。2019年

11月26日，针对发行人监事任职变动事宜，中信证券披露了《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年公司债券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报告期内，发行人总经理任职发生变更。2020年3月16日，针对发行人

总经理任职变动事宜，中信证券披露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西

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9年公司债券重大

事项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除上述事项外，发行人2019年度无其他重大事项需予以说明。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 �月29日

发行人

江西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谱区洪城路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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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日期：2020年6月

证券代码：603595� � � �证券简称：东尼电子 公告编号：2020-048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并继续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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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委托理财受托方：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定期存款

● 委托理财期限：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9月29日，92天

● 履行的审议程序：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0,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 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对此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0月25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东尼电子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53）。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12月27日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000万元购买了浙江民泰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2月31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东

尼电子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定期存单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9-079）。 上述

理财产品已于2020年6月28日到期收回，公司收回本金人民币1,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81,

000.00元，与预期收益不存在重大差异。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二、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选择与募投项目计划相匹配的保本短期理财

产品进行投资，其风险低、流动性好，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可以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进而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

益。

（二）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关于核准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897号）核准，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14,159,291股A股普通股，发行价格为22.6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319,999,976.6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5,768,074.82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

币314,231,901.78元。

公司于2019年10月11日收到募集资金总额扣除部分承销保荐费3,584,905.67元（不含税承

销保荐费总计4,528,301.90元，公司已用自有资金支付943,396.23元）后剩余募集资金316,415,

070.93元。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内，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

审验并出具苏公W[2019]B075号《验资报告》。

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安排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万

元）

1 年产3亿片无线充电材料及器件项目 48,854.35 31,423.19

2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

合计 63,854.35 31,423.19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度，现阶段

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存在一定的闲置情况。

（三）本次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受托方 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产品类型 银行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定期存款

金额（万元） 5,000.00

预计年化收益率 1.716%

预计收益金额（万元） 21.93

产品期限 2020年6月29日至2020年9月29日，92天

收益类型 保本固定收益类

结构化安排 无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控制安全性风险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理财产品，公司财务部会进行事前审核与风险

评估，理财产品均满足保本要求，且理财产品发行主体提供保本承诺。

另外，公司将跟踪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所投资理财产品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等，如发现

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全性风险。

2、防范流动性风险

公司将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安排选择相适应的理财产品种类和期限，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

期内低风险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签署日期：2020年6月29日

2、产品名称：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单位定期存款

3、期限：三个月

4、年化利率：1.716%

5、合同有效期限从2020年6月29日起，至2020年9月29日止。

6、公司存款账户利随本清，按银行公布的协定存款利率计息。

7、本产品到期日之前，公司无权提前终止该产品。

8、本产品到期日之前，银行有权提前终止该产品，如果银行决定提前终止该产品，将在终

止日后5个工作日内通知公司。

9、合同期满，如不延期，银行将协定存款账户存款本息结清后，全部转入公司的一般存款

账户。

（二）公司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选择与募投项目计划相匹配的保本短

期理财产品进行投资，其风险低、流动性好，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可以提高暂时闲置的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进而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权益。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投资保本短期理财产品属于现金管理范畴，不存在直接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三）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类型为保本固定收益型，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

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流动性好，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符合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要求。受托方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公司已与受托方签

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主要条款、法律责任等。公司进行委托理财期间将与受托金融机

构保持密切联系，如发现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安

全性风险。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基本情况

名称 湖州吴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7月16日

法定代表人 周盛东

注册资本（万元） 59,980.845

主营业务

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

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代理收付款

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款，国际结算，

外汇拆借，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经外汇管理机关批准的结汇、售汇业务；经中国

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前十大股东：湖州里鱼山矿业有限公司、浙江飞英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大东吴集团有限

公司、湖州吴兴常绿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浙江飞华科技有限公司、浙江米皇羊绒股

份有限公司、湖州敖啸商业有限公司、浙江泰伊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威远电业有限公

司、湖州通益集团有限公司

是否为本次交易专设 否

（二）受托方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20年1-3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12月

资产总额 251.41 235.11

资产净额 21.50 21.44

营业收入 2.07 7.79

净利润 0.64 1.95

（三）受托方与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四）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受托方的基本情况、信用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

查，受托方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录，符合公司现金管理的要求。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情况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20年1-3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1-12月

资产总额 1,843,849,916.87 1,885,019,828.45

负债总额 762,192,582.61 824,144,305.08

资产净额 1,081,657,334.26 1,060,875,523.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4,786,623.88 25,622,650.78

公司以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选择与募投项目计划相匹配的保本短期理财

产品进行投资，其风险低、流动性好，不会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可以提高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使公司获得投资收益，进而提升公司的整体业绩水平，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

益。

截至2020年3月31日， 公司货币资金178,394,862.65元， 本次委托理财支付的金额5,000万

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28.03%，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等造成重大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新金融工具准则的规定，公司本次理财产品计入资产负债表中其他流

动资产，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投资收益。具体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六、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所涉及的产品为保本固定收益型理财产品，可

能受到安全性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风险等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意见

（一）决策程序的履行

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

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上述额度

范围内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在决议有效期内该资金额度可以滚动使用，授

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

下实施的，有利于提高闲置募集资金的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2、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保障公司募投项目正常进度的情况

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3、上述事项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及审批程序；

4、我们一致同意：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20,000万元（含20,000万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本事项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一年之内有效，该等资金额度在决议有效期内可滚动使用。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综上，我们同意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1、 本次公司使用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要求；

2、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未违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相

关承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

3、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保荐机构同意东尼电子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12.98 -

2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9.64 -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44.71 -

4 银行理财产品 11,000.00 11,000.00 182.27 -

5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18.10 -

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16.95 -

7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14.50 -

8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 - 5,000.00

合计 34,000.00 29,000.00 299.15 5,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7,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16.02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2.02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0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5,000.00

总理财额度 20,000.00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